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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开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并为全市党员干部讲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在 新 的 征 程 上 奋 力 开 创 更 加 美 好 的 未 来

巴音朝鲁唐良智张轩王炯出席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张

珺）7月14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宣讲，并为全市党员干部讲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领会讲话的重大意义、丰

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牢记

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

宗旨，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更好

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

实在重庆大地上，在新的征程上奋力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八指导组

组长巴音朝鲁出席。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书记

吴存荣，全体市领导，退出领导岗位

的省部级干部，中央指导组成员出

席。

陈敏尔与大家一道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领会讲话的重大意义。他说，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

程、擘画光明未来，思想极为深刻、内

涵十分丰富，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意

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讲话是一

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纲领性文献，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政治宣言，宣示了我们党的

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是牢记初心使命、开

创美好未来的时代答卷，充分体现了

共产党人强烈的答卷意识、赶考意

识；是科学指引我们党、国家、民族开

创千秋伟业的行动纲领，充分展示了

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学习贯彻讲话精

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奋勇前进。

陈敏尔指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最基本的方法

是原原本本学，吃透精神实质，把握

核心要义；最重要的方法是融会贯通

学，把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实践逻辑贯通起来，把学习讲话

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总书记关于学习和总

结党的历史重要论述、总书记对重庆

所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讲话精神上来，深入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提高改造主观世界和客

观世界的能力。

在报告中，陈敏尔从六个方面对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入阐

述。

一要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贯通起来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豪迈宣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

够实现，传递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

巨大鼓舞和无比信心。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聚焦的是“全面小康”，要深

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

族的伟大光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

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聚焦的是“现代化”，

要准确把握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愿景、

时间安排、重要特征。贯通“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主题，就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把握历史

主动，牢记初心使命，以正在做的事

情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干，努

力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二要把“四个伟大成就”和“四个

庄严宣告”贯通起来领会把握。历史

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

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贯通“四个

伟大成就”和“四个庄严宣告”的基本

结论，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

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

重要的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有核

心才能万众一心，核心的力量成为全

民的力量。只要一切行动听党中央

指挥、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我们的

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征程上

不断取得胜利。我们要把“两个维

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要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与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贯通起来领会把握。

我们党具有先进的思想理论、坚定的

理想信念、深厚的人民根基、严密的

组织体系和自我革命的精神，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不

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展

现出强大的真理穿透力、价值感召

力、实践引领力、文化自信力。我们

要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

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努

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

理学理哲理，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推 动 工 作 。

（下转2版）

綦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境重庆的唯一地方。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过綦江，摆出红军主力直逼重

庆的态势，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也为四渡赤水创

造了宝贵战机。中央主力红军过綦江，不仅留下了周恩

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留下了红

军桥、烈士墓、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革命印迹，更留下

了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把红色资源作为生动教材，创新形式开

展“现场教育”，通过重走长征路等形式，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感受红军长征

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精神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作为一名党员的信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石壕红军烈士墓的烈士

雕像前，“拼将己命换民心”、为归还百姓物品而血染茅坝坪的红军司务长，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红军洞里，村民李树清冒死救助红军

伤员的故事，真切反映着红军和群众之间的鱼水情深；红军桥上，红一军团大

部队长征从桥上经过，从此留下了一段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佳话。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担当是最好的传承。在綦江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下可歌可泣

的壮丽篇章。我们要传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

把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加油、努力，再长征！面对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我们要从

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心使命，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陈正策

又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7月14日，市委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党课。市委书记陈敏尔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开创新时代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题，作专题宣讲报告。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区委书记姜天波，区委副书记、区长

罗成，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等区领导，以及全区各街镇、部门主要负

责人在綦江分会场参加。

我区在分会场参加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本报讯（通讯员 湛江涛）独具特色的青砖文化墙，

展现出古朴韵致；老旧石磨沿着水渠铺排，水流叮咚唱响

山村欢歌；村民从干净整洁的院落出来，三三两两结伴散

步有说有笑；鹅卵石点缀着花坛，房前屋后花香四溢……

近日，笔者走进赶水镇岔滩村4组，一幅美丽乡村画卷映

入眼帘。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把村里打造得这么漂亮，

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岔滩村4组村民高思华告诉笔

者，如今，村里环境变美了，茶余饭后有了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邻里之间关系变得更加和谐，环境的变化让大家享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了解，近年来，岔滩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大

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同时，注重挖掘本地特色

文化，在保留原生态乡村气息的基础上，改善村民住房条

件，扮靓美丽庭院，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如今，广大村

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改变落后面貌就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岔滩村

党总支书记王国明说，该村通过党员分类管理、建立有效

措施，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栽花种草，做好清洁卫生，充分

发挥模范作用，增强了村民们美化人居环境的积极性，让

每个人都成了整治人居环境的主角儿。

笔者在现场看到，岔滩村在人居环境打造中，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有效利用好农村不用的石磨、罐子等老旧

物件，把景观打造与美丽乡村建设巧妙结合，有效提升了

村子的建设品位，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截至目前，该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已经累计发动党

员干部群众200余人次，拆除残垣断壁12处、清理农村垃

圾23吨；打造花坛景观5处、美丽庭院18户，栽花植树2

万余株、绿化面积超10000平方米。

“下一步，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将通过组织全镇党员

干部外出参观学习、座谈交流等形式，寻差距补短板 ，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步伐，让村子更美，把乡愁留住。”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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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7

月 15 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2021年第7次专题学习会暨区党

史学习教育第4期专题读书班在石

壕镇举行，通过“重走长征路”现场教

学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形式，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区委书记姜天波，区委副书记、

区长罗成，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

元，区政协主席母明江，市委巡回指

导五组副组长舒华，全体区领导参

加。

盛夏时节的石壕镇，万物葱茏、

生机盎然。上午 9 时 55 分许，姜天

波、罗成等区领导和有关单位负责同

志在石壕红军桥集合整队。姜天波

作了动员讲话。他指出，回首昨天，

中央主力红军过綦江，在綦江这片红

色土地上，洒下了热血、铸就了红色

基因。昂首今天，我们在这里重走长

征路，重新感悟革命理想高于天、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红军精神，重温红色

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南州大地上

永放光芒。整队结束后，全体人员沿

着革命先辈的足迹，重走红军长征

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石壕红军烈士墓位于石壕镇石

泉村交通路苗儿山麓，由长征诗碑、

烈士墓地、烈士纪念碑等七大部分

组成。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聂荣

臻、张爱萍以及杨成武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在红军烈士

墓的烈士雕像前，大家现场聆听红

军司务长的故事，向红军烈士敬献

花篮，祭奠革命先烈、缅怀英雄伟

绩。

修缮一新的红一军团司令部旧

址于今年 7 月 7 日正式揭牌对外开

放。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位于石壕

镇石壕社区，原为禹王庙，是红一军

团长征过綦江时司令部驻扎地。姜

天波、罗成等一行在旧址实地参观，

并观看了情景剧《红军长征过石

壕》。

现场教学结束后，姜天波主持

召开会议，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开展集体学习研讨。

罗成、刘扬、何先进、刘芳敏分别围

绕主题，结合重走长征路及工作实

际，谈感悟、说体会，作了中心发言。

姜天波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指

出，在隆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我们专门用一天的时间，来到石壕

镇，通过“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

讲一讲、悟一悟”的方式，重走长征

路，重温革命史。通过回顾我们党

一路走过的艰辛历程，切身体会了

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的灵魂受

到一次强烈的震撼，精神受到一次

深刻的洗礼。

（下转2版）

村民房屋上的墙画《游子吟》。通讯员 湛江涛 摄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暨党史学习教育第4期专题读书班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当天，参加活动的全体领导在祭扫石壕红军烈士墓。记者 陈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