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井冈山讯（记者刘勇、魏星、邱辉强）7月1日，党的
百年华诞。革命摇篮井冈山青山叠翠、生机勃发。经党中央
批准，我省在这里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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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的
征程，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

省委书记刘奇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易炼红主
持，省委副书记叶建春宣读《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
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的决定》，姚增科等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志、正省级老同志
出席会议。会议表彰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邱娥国、饶宇欢、谭翊泉等3
位全国、全省“两优一先”代表作了发言。

当日上午，与会同志在井冈山集中收听收看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聆听和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刘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一百年光辉历程，深
刻总结了我们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的伟大成
就，高度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对全党在新的征程上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提出明确要求，号召全体党员努力为党和人民
争取更大光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气贯
长虹，视野宏阔、豪迈坚定，在洞察历史中揭示规律，在把握
时代大势中昭示未来，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
领性文献，对于全党在新的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
未来，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刘奇代表中共江西省委，向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英
勇牺牲的革命先辈先烈表示深切怀念，向为党和人民事业
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全省广大
共产党员表示节日问候，向本次大会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
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

刘奇从筚路蓝缕奠基立业、改天换地铸就辉煌、改革开
放创造奇迹、革故鼎新开辟未来等四个方面系统回顾了我
们党带领人民走过的波澜壮阔百年征程、绘就的气势恢宏
历史画卷。他指出，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
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

刘奇指出，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摇
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孕育了伟大
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我们党在上海诞生，
在江西发展壮大，中国革命从江西走向全国，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在江西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上，开辟了中
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开篇，
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无数赣鄱儿女用忠诚和热血
投身革命事业，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为中国革
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奇指出，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发扬
光荣传统，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赣鄱
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
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感恩奋进、担当实干，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特别是历史性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
题，江西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吃水不忘挖井人，
幸福不忘共产党。江西发生的历史巨变，让我们更加深切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更加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老区人民发自内心地感恩习近平总书记、
感恩党中央，永远听党话、铁心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

刘奇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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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昂首迈步新的征程，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
发展新画卷，续写红土圣地新的时代荣光，努力创造无愧于
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刘奇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的征程，我们必须

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砥砺前
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
者”，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
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的征程，我们必须
扭住发展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
力、绿色生态这个最大优势，坚定不移实施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首要战略，全力以赴提升发展质量、做大经济总量，加快
打造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以发展赢得主
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的征程，我们必须
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发扬敢为人先精神，坚定不移推进思想大解放，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攻坚，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
宜的思想观念，探索更多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改革，全面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
大湾区，努力打造新时代内陆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高
地，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竞相迸发。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的征程，我们必须
牢记以百姓心为心，带领全省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不断
迈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群众立场、
人民至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心系群众、服务人
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改善人民
生活品质，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努力让人民群众
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以兴赣富民的实际成效告慰革
命先烈、不负老区人民。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的征程，我们必须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始
终保持“赶考”的清醒，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认真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旗
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切实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
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全省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

刘奇最后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未来仍需风雨兼程。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决响应党中央号
召，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党的宗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
西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庆祝大会前，刘奇、易炼红等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志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拜谒，向革命
烈士敬献花篮、三鞠躬，深切缅怀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事业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先烈。

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
志；各设区市和赣江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井冈山、瑞金、
兴国、于都等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
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战士、老党
员、老干部代表，革命先辈、革命先烈后代代表；全省获得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代表，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党的十九大基层一线代表；
各界群众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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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井冈山隆重举行
刘奇出席并讲话 易炼红主持 姚增科出席 叶建春宣读表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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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江西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井冈山举行。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本报讯 （记者刘斐）6 月 29 日，省政
协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两优一
先”表彰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姚
增科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
念章，并表示由衷祝贺和崇高敬意，随
后结合自己学思践悟，讲授党史专题党
课。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陈俊卿
主持。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张勇出席。省
政协副主席刘卫平宣读获得“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的老党员名单及省政协机关

“两优一先”表彰决定。
姚增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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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以先
进为榜样、以典型为标杆，从党的百年历
史中，从“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赓续红
色血脉，汲取智慧力量。作为党领导的政
治组织，人民政协要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和政协委员坚定信念、践诺初心、担
当实干、奋发有为，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
的新业绩。

姚增科饱含深情地说，从苦难到辉
煌的百年党史，是一座座精神富矿、不朽
丰碑。共产党人成功学的宝典，最重要
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
始终不渝，使命担当不移。最可贵的是
有智慧、方略和办法——重经验，不唯经
验；重“本本”，不搞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
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犹豫。
最坚决的是有自己严明的纪律、规矩和
章法，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推进社会
革命。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
特别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的
立场宗旨问题。要胸怀“国之大者”，立
足本职工作岗位尽职尽责干好每一天，
将“小我”融入“大我”、再“忘我”实现“无
我”。要坚定“四个自信”又居安思危，不
断对标对表找差距，对照先烈先进看不足，在党爱党、在党
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自觉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
党员委员为各界别委员和群众作好示范，更显担当、更有
作为。要保持一线状态，树牢一线思维，用建言资政与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的过硬成果说话，服务群众、回报人民
的成效说话。

会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结合自身经
历和工作作了发言。与会人员观看了政协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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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当天，省委在革命圣地井冈山隆重集会，深
切缅怀革命先烈，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
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举行江
西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表
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先进基层党组织，回顾党的百年辉煌，讴歌
党的丰功伟绩。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
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
的策源地，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
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
演过。在红土圣地上，一山一水都留下了

先烈先辈的战斗足迹，一草一木都记录着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百年党史中的江西
红，连同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早已融入赣鄱儿女的
基因和血脉。我省在井冈山隆重举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就是希望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从红色历史中更深切地读
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激励和鼓舞赣鄱儿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感恩奋进
新时代，昂首阔步新征程。

百年辉煌江西红。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矢志不渝、接
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赣鄱大地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江西革命老区始终饱含深情、牵挂在心，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亲临江西视察，对
江西工作提出了“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
位和“五个推进”重要要求。全省上下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担当实
干，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特别是历史性解决了

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江西与全国同步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江西发生的历史巨变，让
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切
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老区人民发自
内心地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永
远听党话、铁心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千秋伟业还看今
朝。感恩奋进谱新篇，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切实学精悟透用
好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下转第7版）

● 本报评论员 ●
百年辉煌江西红 感恩奋进谱新篇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圣地，
是革命星火燎原之地，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
区精神、长征精神。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带领全省人民实
现了从封闭落后到文明进步、从温饱不足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巨变。党的十九大以来，
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

“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
的重要要求，着力践行“创新引领、改革攻坚、
开放提升、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工
作方针，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一幅

“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干劲足”的新画卷
正在赣鄱大地徐徐展开。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
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
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邹德凤等200
名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
伟平等99名党务工作者“全省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授予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99
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此次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
领域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党组织的优秀
代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
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

实践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学习他们坚守初心、牢记
宗旨的为民情怀，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学习他们吃苦耐劳、尽职尽责的奉
献精神，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
急关头豁得出来；学习他们锐意进取、敢闯
敢干的优良作风，学习新知识，抢抓新机遇，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努力创造新时代“第一等的工
作”；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高尚品
德，遵纪守法、崇德向善，尚俭戒奢、传承美
德，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希望受到表
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我省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上，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学好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凝
聚奋进力量，加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
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而
努力奋斗。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
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见第7-8版）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1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