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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血脉的信仰
生生不息的力量

——苏区精神述评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在北辰区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报告

■本报记者王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最重要的是联系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全面深入领会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思想
精髓，进一步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
扬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7月22日，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任吉东
为北辰区党员干部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
题宣讲。

任吉东深入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和向
世界作出的四个庄严宣告，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中提出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聆听宣讲报告的党员干
部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内涵丰富、入脑入心，具有很强理论性和实践
性的高质量宣讲报告。

北辰区文旅局局长张振海说：“今年以来，北辰区红色教育基地
已接待游客达20余万人次。我们将进一步用好区内各种红色资源，

积极挖掘鲜活素材，丰富红色文化表现形式，以红色资源为载体讲好
党的故事。同时，发挥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的作用，认真策划更多
文化惠民演出，服务基层百姓。”
佳荣里街道办事处主任时亭说：“我们将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的问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契机，打造全域志愿服务街
区。同时，持续加强对老旧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开展百名党员连万家
帮扶工作，扎实为群众办实事。”
宣讲期间，任吉东还与党员干部来到北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一同参观精神文明展厅、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等，并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进行交流。
“社区里有很多退休老党员，他们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性很

高。如何把老党员吸纳进来，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一名来自天穆镇
的青年干部提问。“我们目前正在考虑对全市老年共产党员进行档案
化管理，同时推动老党员口述史征集、记录和整理工作。这些老党员
的经历本身就是历史传承十分宝贵的一部分。我们要创造条件，把
更多生动的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发扬光大。”任吉东说。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10

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江西瑞金宣告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们将未来中国的种子播种，开
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

从此，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坚定信念、求真务
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
要内涵的苏区精神，成为融入苏区儿女血脉的信仰，并在岁月中
不断延伸、传承，从红土地到全中国，凝聚成生生不息的力量。

（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
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
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毛泽东同志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预
见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此前，红四军主力已突破重
围，转战赣南、闽西，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即使时隔90余年，我们依然能从这诗一般的语言中感受
到其中激荡人心的民族梦想与自信力量，这是一个民族走向
复兴的历史回响。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上的清醒坚定。共产党人
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不仅源自对国家和人民的朴素感情，更
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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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
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站在建党百年新起点，我们仍然需要弘扬苏区精神，回应时
代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在“两个结合”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
推向前进——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
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二）

民心，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根据地”。
是什么力量让百姓铁了心跟党走？
答案，或许就在毛泽东同志朴实而深沉的话语中。1934

年，他在瑞金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阐述了共
产党的群众路线：“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
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个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的年轻政党，把“小孩子要求读
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
修理一下呢”等群众身边的“小事”摆在重要位置。

任凭光阴流转，“人民至上”的初心始终不渝。
“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

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
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生动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时最显著的特征之
一。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就表达了当年
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赞颂之情。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
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正风反腐、打虎拍蝇，扎紧制度之笼、高悬巡视“利剑”，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中国共产党人以不负亿万人
民的决心，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以全面从严治党
激荡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确保党的事业始终长盛不衰？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

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示！

（三）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统辖12块苏维埃区域，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3000万。
然而，乡野间一座仅500余平方米的小小祠堂，便“装”下

了整个红色政权的首脑机关。走进瑞金叶坪镇谢家祠堂，可
以看到10余个用木板隔出的小间，其面积虽小，却有着响亮
的名字：外交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广大苏区党员干部以创造“第

一等的工作”的进取精神，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得苏区
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史料记载，当时苏区先进县学生入学率达60%，而在白

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也只有约10%。由此可见，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从苏区时期便开始显现。
从瑞金到北京，一条艰苦奋斗的红线穿起了共产党人推

翻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实践。在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
化历程，让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今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征途漫漫，只有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才能继续创造“第一等的工作”。

（四）

于都河河水起伏光点闪烁，像是一颗颗跳动的归心。
年过百岁的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时常坐在自家小楼前，

遥望进村的乡路。“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照顾好家里人，一定
要等我回来。”丈夫80多年前的临别一言，让她痴等一生。
在中央苏区，终其一生守望家人归来的故事并不鲜

见。赣南有名有姓的烈士10.8万余人，其中3.2万余人北上
无音讯；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
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苏区党员
干部和广大群众倾其所有，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奉献和牺
牲，令人震撼。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
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一个多世纪
前，马克思曾写道，“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
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为了人民幸福，新时代的广大党员干部以无怨无悔的奉献
诠释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脱贫攻坚以来，1800多名党员、
干部为减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牺
牲一切的誓言；抗震、抗洪、抗疫等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一大批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谱写着新时代的英雄赞歌。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伟大的牺牲之中蕴含伟大的精神，伟
大的精神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
正茂，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牢记
初心使命，传承苏区精神，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中，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新华社南昌7月29日电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
案文献展将于7月30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展。展览由中
央档案馆、新华通讯社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档案局、市档
案馆承办，共展出珍贵档案文献500余件，其中近半数为
首次公开。

展览共分为序篇“抗争与求索”和“信仰的力量”“理
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斗争的力量”“行
动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万山磅礴看主峰”八个篇章。
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幅幅精彩的图片、一幕幕鲜活
的影像，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生
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具体讲述
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感人故事，深刻诠释了
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

据悉，此次展览预计持续到10月30日，自即日起接
受单位团体预约参观。

各用人单位：
根据《残疾人就业条例》《天津市残疾人就业规

定》《天津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办法》（津地税货劳〔2016〕8号）《关于调整我市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有关政策的通知》（津地税货
劳〔2017〕5号）《天津市落实〈关于完善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
具体措施》（津财社〔2020〕41号）等规定，现将
2021年用人单位申报审核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和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
金）工作安排通告如下：
一、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向办理税务登

记或扣缴税款登记所在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申报2020年度本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的
时限为2021年9月1日至11月30日。未在规定
时限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二、用人单位向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

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20年度保障金的时
限为2021年9月1日至11月30日。
三、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申报上年实际安

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时，应当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提交下列材料（申报表格请到市残联网站：www.tjd-
pf.org.cn下载；提供的下列材料须加盖用人单位

公章）：
（一）《天津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申报表》。
（二）首次申报的残疾人职工，还须提供下

列材料。
1.用人单位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服

务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2.持非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须提
供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和《天津市社会保险缴
费证明》（单位职工缴费信息）及《个人扣缴明细汇
总表》（系统截屏）。
（三）有以下情况的，还须提供相应材料。
1.2020年新开办的用人单位，还须提供《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2.因单位注销需提前申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

数的，须提供《税务事项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3.因其他原因，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要求的相

关材料。
四、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对用人单位申报的安

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进行审核并出具《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书》，由用人单位留存备查。

特此通告。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关于2021年用人单位申报安排残疾人就业和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作安排的通告
市和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地址、电话

办理年度审核服务机构

滨海新区残疾人劳动服务中心

和平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河东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河西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南开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河北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红桥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东丽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
西青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

津南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北辰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

武清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宝坻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宁河区残疾人服务中心
静海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蓟州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天津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

用人单位税务登记或
扣缴税款登记所在地
天津市滨海新区税务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税务局
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
天津市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和平区税务局
河东区税务局
河西区税务局
南开区税务局
河北区税务局
红桥区税务局
东丽区税务局
西青区税务局
津南区税务局
北辰区税务局
武清区税务局
宝坻区税务局
宁河区税务局
静海区税务局
蓟州区税务局

天津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办理年审地址

滨海新区塘沽京山道445号
（滨海新区残联一楼）

和平区荣业大街101号（三楼305室）
河东区中山门龙潭路与广瑞路交口

河西区洞庭路20号河西区政务服务中心
南开区三潭路12号

河北区月纬路70号（天煅压力机有限公司院内）
红桥区西沽街道红桥北大街3号（民政局院内）

东丽区先锋路59号
西青区杨柳青镇府前街东侧
津南区咸水沽镇南环路45号
北辰区果园北道与高峰路交口

武清区雍阳西道422号一楼北厅市民服务中心
宝坻区开元路与渔阳路交口西
宁河区芦台镇金翠路西100米
静海区胜利大街19号

蓟州区渔阳镇长城大道7号
西青区卫津南路241号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内

河东区红星路7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B厅42号窗口(仅接收申请材料)

联系电话

25868900
25868901

23451095
24146111转0
85582869
27457063
26292132
26554176

24399201 8437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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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在擦拭丈夫的烈士证明书
新华社发

江西瑞金叶坪谢家祠堂内景

观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观看湘江战役视频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主题档案文献展今日开展

近半数档案首次公开

（上接第1版）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

愿同比奥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
为契机，巩固友好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
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比奥在贺电中表示，塞中建交50年来，双方
秉持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平等相待和共同繁荣
的原则，真诚友好，团结互助，在双边和国际层面
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塞方期待同中
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双
方各领域合作。

（上接第1版）
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提出“生态福建”建设，亲自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提出并实施“数字福
建”建设，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六年七下晋
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推动省级机关效能建设，教育党员、干部
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在全国率先推进
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强
调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推动以“餐桌污染”治理
为抓手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扩大

闽台各项交流，使两岸经济人文交往发生重大积
极变化。这些工作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生动反
映了习近平同志对党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
福建省情的科学把握，有力推动八闽大地改革发
展领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
《习近平在福建》一书共35篇，再现了习近平

同志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大刀阔斧、精心
谋划、锐意创新的领导风范，展现了他率先带头、亲
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他心系基层、
心系群众、心系民生的赤诚情怀。本书为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
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生动教材。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福建》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