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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晓龙） 6月29日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
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直播
盛况。刘尚进、贾宏宇、李思杰、杨骁、高喜东、周新鹤、
李建涛、吕娜、余伟、常英敏、陈先胜等在漯市厅级领导干
部集中收听收看。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
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
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一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将党内最高
荣誉授予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习近平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
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
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
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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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王沪宁主持。

8时45分，“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住地出
发，由国宾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高擎红旗的礼兵分列道路两侧，18名礼兵在台阶上持枪
伫立，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
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巨幅红色背
景板上，“七一勋章”图案熠熠生辉。背景板前，18面鲜艳
的红旗分列两侧，18名英姿挺拔的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
台两侧持枪伫立。

9时58分，伴着欢快的乐曲，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
得者一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10时整，解放军军乐团号手吹响仪式号角，颁授仪式开
始。随后，《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了隆重表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一辈子孜孜以求、默默奉献，贡献突
出、品德高尚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坚守初心使命、忠
诚干净担当，党中央决定，授予马毛姐等29位同志“七一勋
章”。

2名旗手高擎党旗，1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
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忠诚赞歌》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
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全场
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
鲜花，敬礼致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
表党中央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
的敬意。习近平指出，今天受到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
者，就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
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坚定信念，就是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
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
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
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全党同志都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永远信党爱
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
实践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
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百
姓造福，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全党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
人民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强调，拼搏奉献，就是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
为人生目标，不畏艰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
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
精神。全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
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
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指出，廉洁奉公，就是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
公而忘私的光荣传统，从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
不贪图享受，守纪律、讲规矩，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
道德风范。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
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
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
伍必须过硬。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
取更大光荣。各级党组织要从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功勋党
员，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
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不懈
奋斗，永远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奋勇前进。

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张桂梅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

颁授仪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七一勋章”获得者
合影留念。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记录历史伟
业，展现百年风华。6月29日，漯河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摄影展在市博
物馆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尚进宣布
开幕，市委副书记贾宏宇主持开幕式，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新鹤介绍此次摄影

展筹备情况，市领导李思杰、李建涛、吕
娜、栗社臣、田冠亭等出席。

此次摄影展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牵
头策划，漯河日报社、市文联、市文广旅
局等承办，分为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城

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民生保障、文化发展、乡村振兴 8个板
块，展出作品700余幅（组），以丰富的内
容和广泛的题材回顾党在漯河的发展历
程，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沙澧大地的沧桑巨
变和漯河人民奋发进取的昂扬风貌，激励

全市上下持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
积极进取的创业热情，为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漯河新征程凝聚磅礴力量。
展览时间将从6月29日持续到7月16日。

开幕式结束后，刘尚进等参观了摄影
展。

漯河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摄影展开幕
刘尚进宣布开幕 贾宏宇主持 李思杰等出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 丹）翰墨飘香庆华
诞，丹青传神谱新篇。6月29日，“同心颂
党恩 奋斗新征程”庆祝建党百年文联艺术
家（党校）笔会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委党校
举行。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贾宏宇
出席并讲话。

贾宏宇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统领，以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为抓

手，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我市的城市品位、文化魅力持续
提升。全市文艺界坚持与时代同步、以人
民为中心，用心用情抒写沙澧悠久文化、
漯河发展成就、人民美好生活，涌现出了
一大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表达了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和社会各界对党的百年华诞的真挚祝
福，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
情。

贾宏宇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为
文艺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全市文
艺界要继续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当
好文化自信的推动者、漯河故事的讲述
者、为民放歌的书写者、文艺精品的创作
者、德艺双馨的践行者。各位艺术家要通
过这次笔会活动，深入感受党校姓党的根
本原则，感受共产党人的“真经”“心
学”，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贾宏宇要求，市委党校要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履行好“抓实党校自身学习
教育、统筹在校学员学习教育、主动服务
全市学习教育”三个责任，充分发挥职能
优势、师资优势、学科优势、系统优势，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良好开局的基础上走
深走实，不断在服务市委中心工作中展现
新担当新作为。

仪式结束后，贾宏宇一行还观看了艺
术家们现场创作的多幅精彩作品。

庆祝建党百年文联艺术家（党校）笔会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贾宏宇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李 丹）沙
澧儿女心向党，共同唱响新时
代。6月29日，“把歌声献给
党”——漯河市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合唱比赛颁奖
晚会举行。市领导刘尚进、贾
宏宇、李思杰、吕岩出席并颁
奖。

此次合唱比赛由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
委教育工委、市财政局（国资
委）、市文广旅局、市委卫健
工委联合举办。自今年4月23
日活动启动以来，各县区及功
能区、市直各系统积极参与，
迅速掀起红歌传唱热潮，经过
预赛和决赛阶段的激烈角逐，
漯河实验高中等3支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市城市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等5支代表队获得
二等奖，市民政局等9支代表
队获得三等奖，市委市直机关
工委等8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
奖。

在漯市四大班子领导，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全市
优秀共产党员、“漯河好人”

“十佳市民”、市直各单位干部
代表等观看了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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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9日上午在北京亲切会见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向他们表示诚
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上午11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习近平等走到受表彰的优秀
县委书记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并
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
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参加会
见。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彰会议29
日下午在京举行。陈希在会上说，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与会同志，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县委书记的高
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为榜
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铸牢忠诚品格，坚守
人民情怀，弘扬务实作风，砥砺担
当精神，锤炼过硬本领，保持清廉
操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北省阜平县委书记刘靖、浙
江省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下转
02版）

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一同步入会场。 新华社记者 李 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