
2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 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 文汇报 （ID:wenhuidaily) 微博： @ 文汇报 客户端： 文汇

2021年 2月 日 星期日
今天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12℃ 最高24℃ 西南风3-4级，沿江沿海地区4-5级
明天多云到晴 温度:最低10℃ 最高24℃ 偏西风3-4级转北到东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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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8版农历辛丑年正?小初十 正?廿二 惊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建党百年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主持

习近平：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新华社北京 2 ? 20 ?电 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 20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
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

重大决策。 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
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
山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
宁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
学习教育， 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
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 砥砺
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在庆
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

十分必要。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
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
立业的一百年， 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
百年。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
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
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茛 下转第二版

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永担在肩
李强走访看望部分新四军老战士，与老战士代表共同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在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之际 ，

习近平总书记 2 月 18 日给上海市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回信， 希望老同志
们继续发光发热， 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 昨天， 市委书记李强走访看望了部分新
四军老战士， 还来到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 与老战士代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回信精神。 李强说，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
和初心始发地，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读懂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更加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 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永担
在肩， 在新的征程上大力践行革命精神， 奋
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不断展现新
气象。

今年 100 岁的老战士顾海楼 1941 年参
加革命， 1942 年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

四军工作， 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 期颐
之年依然心系党史宣传教育， 矢志弘扬革命
精神， 曾作为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成
员， 为党员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讲述党史军
史。 李强向顾海楼及家人致以亲切问候和美

好祝福， 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 认
真聆听老战士回忆往昔峥嵘岁月。 顾海楼激
动地说，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 深受鼓舞、 倍
感振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
现在的幸福生活， 党的光辉照万家， 申城处

处是春天， 作为一名经历了革命战火考验洗
礼的老战士， 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
子， 把党的故事讲好讲活， 让青年一代知史
明史、 爱党爱国， 让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代代
相传。 李强说， 你们奋斗了一辈子、 辛苦了
一辈子 ， 现在还在继续发光发热 ， 令人钦
佩。 老战士、 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光辉历史
的参与者、 奋斗者、 见证者。 希望大家在保
重身体的同时，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
神为强大动力， 继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多
讲讲党的故事、 党的光荣传统， 激励广大党
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坚定理想信念， 学习继承
老一辈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 为创造党和
国家事业新的辉煌而接续奋斗。

40 多年来，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始终把弘扬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职
责使命， 深入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
地的光荣历史 ， 宣传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
传统。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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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牛年开年，上海把
深入做好安商稳商招商和助企
发展工作作为确保“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的重要抓手，持续
巩固深化市、 区领导干部走访
企业机制。昨天下午，市委书记
李强实地走访部分中外创新型
企业， 深入听取关于营商环境
优化和惠企政策落实的意见建
议。 李强指出， 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企业是重要力量载体。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
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全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 更好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
务，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
力和活力。 希望企业坚定恒心
信心，铆足牛劲牛力，勇于创新
攻坚， 在上海加快打造国内大
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战略链接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行业领先的绿色科技
企业， 远景科技集团致力于风
电装备和储能系统、动力电池、

智能物联网平台等领域的创新
发展， 在上海布局设立了一批
重要业务板块和研发中心。 李
强详细听取企业在绿色科技领
域创新实践、 助力上海城市数
字化转型等情况， 了解核心技
术、 创新产品和平台系统研发
的最新进展。李强说，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绿色科技企业大
有可为。要紧扣主业，进一步加
大自主创新力度， 不断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 更好发挥自身
优势， 深度参与未来城市场景
开发，为上海推进“五个新城”

建设、 加快打造韧性城市贡献
更大力量。

上海阑途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途虎养车）是行业领先的汽
车消费者服务平台和汽车后市
场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目前
线上注册用户超过 5400 万 ，

建立了辐射全国的实体服务
网络 。 茛 下转第三版

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
市政府党组、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市政协党组
分别召开民主生活会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读懂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强大动力，继续加强革命传统教

育，多讲讲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激励广大党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坚
定理想信念，学习继承老一辈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创造党和国家
事业新的辉煌而接续奋斗

■ 在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重要时点上，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要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以史为镜、以史鉴
今，更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充分汲取历史智慧和经验、
汲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力量，更加坚定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昨天，习近平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荩 刊第三版

上海大科学装置建设快马加鞭如火如荼
今年科创“硬核”实力将再上台阶

荩 刊第二版

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引发上海广大党员干群热烈反响———

上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纷纷表示，要大
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特别是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大无
畏的奋斗精神，激扬起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
精气神，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明确意义目标和内涵，为人民再立新功

■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永葆生机活力蓬勃朝气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检验学习成效和能力

荩 刊第二版

■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
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
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
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
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
在。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

■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主体责任，
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率先垂范，成立领导机构，切实把
党中央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 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
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
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
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 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
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 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
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任务

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
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
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
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
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
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 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
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
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
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
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
精气神

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