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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记者）牢记初心
担使命，感恩奋进再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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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和鼓舞
着全国人民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党员干部
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全面领会把握、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以昂扬的斗志和有力
的行动，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
光荣，交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
优异答卷。

南昌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
唐艳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坚决响应
党中央号召，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
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站稳人民
立场。同时，要感悟思想伟力，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
题”实践活动，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
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抓实传统产业存量变革、抓好新兴
产业增量崛起、抓紧未来产业动能
培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产业赋
能增力、为企业松绑减负、为群众办
好实事的具体实践，为南昌新型工
业“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推
动南昌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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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江新区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表示，
要真正入脑入心，落实到行动上、贯
彻到工作中，满怀信心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热血沸腾、满腔激情！”赣江新
区中医药科创城城乡建设部部长胡
远征激动地说，“作为中医药科创城
广大建设者中的一员，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将发扬工匠精神，站稳人民
立场，紧紧围绕打造‘国内领先、世
界一流’中医药科创城的目标，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奋发有为，为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江西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
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
锵有力、催人奋进。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党委书记
王新丰说，要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江洲镇位于长江冲积洲上，
是一个“岛镇”。接下来，江洲镇将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码头
整治提升，开通夜航，增强渡轮运
力，方便群众出行，实现“互联网+
农业+旅游”发展。同时，强化社会
服务，提升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
服务水平，全心全意办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转第2版）

赓续精神血脉 永葆为民初心
我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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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
不饱、饿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
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
别人牵着鼻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
何权利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
次考察，他常常揭开贫困户家的锅盖，
了解老乡吃什么；一次次调研，他深入
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
对于浪费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视，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

心里有着特殊的重量。

50 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
时，他亲眼目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
百姓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
三四月。”春耕时，家家户户把仅有的
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
子出去讨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
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
过什么样的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
么？”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看望参
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
总书记回忆起当年艰苦的知青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
一个目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
哪怕吃糠咽菜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
吃高粱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目
标，当时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
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
的质朴心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
农闲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
每次都带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
得知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
难，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
万斤粮食，坚决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
起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
姓吃的是更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
米团子和老乡换，这让一起劳动的老
乡非常感动。后来，当发现老乡并没
吃玉米团子，而把“真粮食”留给壮劳
力和孩子，他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

穷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 7000
多万斤。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
没了口粮，只好到其他县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
心要让人民喘一口气——老百姓都吃
不饱了，还不敢实事求是？于是他就
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
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
征购减少了 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
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
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话语平和，却掷地有声。

对粮食不能犯健忘症
2020年 7月 22日下午，松辽平原

腹地，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
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
地核心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
眺，玉米地一望无边、绿浪滚滚。

这次来吉林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第
一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头
等大事——粮食生产。 （下转第2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本报讯（记者魏星）继7月2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后，7月4日，省政
府党组书记、省长易炼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认真贯彻
中办通知要求，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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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研讨交
流。会议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政府系统要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热潮，原原本
本读原文、认认真真悟原理，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
确保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引导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把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成果转化为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奋力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通篇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通篇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强烈
的历史担当、豪迈的时代自信，通篇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
高远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政治宣言，是全国人民奋斗向前的领航灯塔，是朝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行动号角，具有强大的思
想震撼力、时代感召力和实践指引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
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要深刻领会和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
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并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发扬伟大建党
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力
书写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荣光。

会议强调，奋进新征程、书写新荣光，要永葆“志不改、
道不变”的坚定执着，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
完善好，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政治必修课、理论必须课，在学思践悟中使
自己的信仰更坚、信念更强、信心更足。要永葆“心同向、
行同步”的绝对忠诚，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胸怀

“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党和国家大局下谋划推动江
西各项工作，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
有要求，政府第一时间抓落实、见成效。要永葆“同呼吸、
共命运”的为民初心，树牢群众观点，站稳人民立场，把人
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推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要永葆“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追求，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
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加快把江西打造成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
出江西贡献。要永葆“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时刻
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五型”
政府建设为抓手，将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到全省政府系
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身上，不断续写共产党人栉风沐雨、
披荆斩棘的百年荣光。

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把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下半年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突出领导带
头学、专题培训学、联系实际学，着力在深学深悟、宣传宣讲、落地落实上下功夫，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切实把学习贯
彻成效转化为推动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实举措、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省政府党组及领导班子成员出席并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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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碧玉）7月4日，记
者从省住建厅获悉，截至6月底，我省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2020年计划任务1506
个小区已完成1481个，完工率98.34%，
惠及群众31.38万户；2021年计划任务
1277个小区已开工改造959个，开工率
75.1%，惠及群众29.58万户。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关乎人民群
众能否安居乐业，既是民生工程，更
是民心工程。据住建部通报，近年来
我省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数据持续排
在全国前列：2019年至 2021年，全省
纳入中央补助资金支持计划的老旧
小区 3469 个、惠及群众 102.24 万户，
三年改造惠及户数总量居全国第八
位。其中，2019年计划任务 686个小
区在2020年底全部改造完工，2020年
计划任务 1506个小区在当年全部开
工改造。今年 4、5月底，我省 2021年
计划任务开工率在全国分别排名第

五、第九位。一大批老旧小区旧貌换
新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进一步增强。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以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老
旧小区改造，将其列入 2019 年推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的“五大攻坚行动”、2020年51件
民生实事工程、2021 年“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民生项目，努力提升小区
环境、完善小区功能、方便群众生
活。省政府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目
标责任书，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
进。为全面落实改造任务，省政府出
台指导意见，省住建厅印发一系列配
套文件，为各地科学实施改造提供了
技术支持和指导。

“我们坚持‘精心规划、精致建
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理念，注重
提升小区功能与品质。”（下转第2版）

我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2020年计划任务已完工1481个
2021年计划任务已开工959个

本报黎川讯（记者李耀文 通讯员
王武辉）“这些书籍对我们这些在外的
党员了解家乡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
有很大帮助，我一定会认真学习。”南昌
市黎川商会党支部委员江琦在收到黎
川县委“两新”工委特意给流动党员准
备的“红色包裹”后，第一时间进行自
学。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黎川县针
对流动党员管理难、组织难、学习难等
实际问题，创新工作思路，丰富学习形
式，让流动党员党史学习教育不掉队。

建台账让流动党员“离家不离
党”。据统计，黎川县驻外流动党支部
共有16个，流动党员超1600名。该县
在原有流动党员管理数据的基础上，
再次开展全覆盖摸排，通过村居登记、
电话沟通等方式，主动与流动党员建

立联系，对流动党员的流向单位及地
域分布等情况进行核实，建立流动党
员微信群和《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台
账》，将党史学习教育纳入流动党员管
理的重点内容。同时，发布《致流动党
员的一封信》，引导流动党员积极参加
所在地党组织、流动党支部组织的党
史学习教育。充分利用节假日返乡时
机，开展流动党员返乡集中学习，及时
汇报在外学习情况。

搭平台让流动党员“学习不掉
队”。该县通过邮寄“红色包裹”和依
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黎川发布”
微信公众号、流动党员微信群、“大家
读党史”小程序等阵地，通过每周开展
一次微党课，每月开展一次主题党日
活动， （下转第2版）

黎川让流动党员
党史学习教育不掉队

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

继往开来的世纪伟业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见第4版）

这一刻，将永载史册——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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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千年梦想，百年梦圆。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就了
昭如日月的伟业，谱写了震古烁今的
史诗，迎来了民族复兴光焰万丈的日
出。回望出发的起点，追寻奋斗的足
迹，我们见证的是精神的指引、精神的
滋养、精神的支撑——“一百年前，中

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
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精神如炬,信念如磐。一个政党,
在精神上有怎样的海拔，就能攀登怎
样的高度。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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