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
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
奋斗的根本动力。7月1日，我们迎来中
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中国共产党立志
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决胜全面小康，走向民族复兴，千秋
伟业呼唤每个共产党员坚守初心使命，书
写下新时代的新荣光。

98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
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奇
迹，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
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个年头。70年披荆斩棘，70年砥砺奋
进，我们党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的答案，书写于神州大地的沧
桑巨变中，书写于亿万人民的美好生活
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变
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今天，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现
代的东方大国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
出强大生机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
断涌现。

回首往昔，这是何其辉煌的成就！
展望未来，这是何其壮丽的征程！历史充
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引领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今天，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

发展时期，也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
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
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
大。方此之时，我们更需以初心砥砺前行
的精神，以使命鼓舞奋发的斗志，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不断
从胜利走向新胜利。正在全党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就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
梦想共同奋斗。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最重要最现实的使命担当，今
天，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
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要开篇。坚持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在思想上来一次升华、在精
神上来一次洗礼，我们就能更好牢记初心
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
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努力把
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自觉践行
党的根本宗旨，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
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要发扬革命传统和
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的十九大绘
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
只要我们开新局于伟大社会革命，强体魄
于伟大自我革命，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梦想的步伐。

九万里风鹏正举，新征程砥砺初
心。走过98年，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要永远保持建党
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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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
承载着近14亿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
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是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确立的重点信息化建
设项目，涵盖组织、干部、人才等组织工作
主要业务，旨在为全区各级党员、干部、人
才、群众提供功能全面、高效便捷的信息
化服务。项目建设将充分运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结合各方优秀
互联网生态资源，为全区各级组织人事部
门建设统一的公共基础应用服务平台，打
造统一的手机移动端APP和门户网站入
口，设立宣传、教育、组织、管理和服务等
重点功能板块，各地区各单位在该平台上
开展特色应用建设。该项目的建设对于
进一步提升内蒙古自治区党建工作整体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为把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打造
成为辨识度高、有影响力、体现新时代党
的建设和内蒙古民族特色的优秀品牌，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决定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我区“智慧党建”品牌名称、徽标
（LOGO）、主题口号及官方卡通形象设
计。现将征集方案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品牌名

称、徽标（LOGO）、主题口号及官方卡通
形象。

二、应征资格
所有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

的个人、机构和团体，均可按照本规则参
加征集活动。

三、征集原则
（一）应征作品内容应积极、健康、向

上，不得含有任何涉嫌民族歧视、宗教歧
视以及其他有悖于公序良俗的内容，并且
要符合中国法律的要求。

（二）应征作品必须为原创性设计，
不得抄袭、仿冒或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此
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未以任何方式
为公众所知。

（三）设计风格和类型不限。
四、作品要求
（一）品牌名称
1.具有时代气息，语言简洁，文字优

美，朗朗上口，易于传播。
2.体现新时代党建特色和内蒙古民

族特色，体现内蒙古自治区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体现内蒙古自治区党建工作日新
月异的发展面貌和诠释“智慧党建”品牌
精髓。

3.限定在8字以内。
4.品牌名称设计应有不超过300字

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名称设计的基本元
素、设计理念、思路与含义。要求与品牌
名称同时递交。

（二）徽标（LOGO）

1.徽标（LOGO）设计要体现时代气
息，图形优美、简洁；构图完整、协调；形式
新颖、独特；内涵精准、具有象征意义；易
懂、易记、易推广。

2.体现新时代党建特色和内蒙古
民族特色，体现内蒙古自治区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体现内蒙古自治区党建工
作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和诠释“智慧党
建”品牌精髓。

3.提交作品格式为 jpg，尺寸为A4
纸张大小，分辨率300dpi。

4. 徽标（LOGO）设计应有不超过
300字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徽标（LO-
GO）设计的基本元素、设计理念、思路与
含义。要求与徽标（LOGO）同时递交。

（三）主题口号
1.具有时代气息，语言简洁，文字优

美，朗朗上口，易于传播，原则上由一句话
构成。

2.体现新时代党建特色，体现内蒙古
民族特色、文化底蕴和地域特征。

3.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吸引力、感召
力和宣传效果，能够深刻诠释“智慧党建”
品牌精髓。

4.限定在20字以内。
5.主题口号设计应有不超过300字

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主题口号设计的理
念与思路。要求与主题口号同时递交。

（四）官方卡通形象
1.官方卡通形象设计应具有鲜明性

格和拟人化特征，创意鲜活、寓意深刻，构
图新颖、色彩明快，亲切友善，能够反映内
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的品牌形象。

2.官方卡通形象设计要体现内蒙古
自治区“智慧党建”建设的主旨精神，体现
内蒙古民族特色和中华文化内涵。

3.具有高度的适用兼容性，可广泛适
用于二维、三维动画等不同领域的需要。

4.官方卡通形象的名称标注于设计
稿的适当位置。名称应便于发音、记忆，
没有歧义。

5.官方卡通形象可以由单幅图稿表
现，也可以由不同姿态和色彩的多幅图稿
组成。

6.提交作品格式为 jpg，尺寸为A4
纸张大小，分辨率300dpi。

7.官方卡通形象设计应有不超过
300字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官方卡通形
象的设计思路、理念和官方卡通形象名称
的含义。要求与官方卡通形象同时递交。

五、报送要求
（一）报送要件
每一位应征者除递交作品外，还应提

交相应的《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品牌
设计征集活动报名表》（简称《报名表》）。

应征者为机构的，须由授权代表签
署并盖机构公章。集体创作者，所有创作
者必须共同签署。

（二）报送方式
应征作品及相关文件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提交，作品、《报名表》《应征作品著作
权归属承诺书》的电子扫描件以附件形式
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题目统一为：（内蒙
古自治区“智慧党建”品牌设计征集作品/
作者姓名/联系电话）。应征者需妥善保
留原件。

（三）征集时间
本次品牌名称、徽标（LOGO）、主题

口号及官方卡通形象的征集时间为北京
时间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
日，超过上述时间，不具有应征资格；作品
评选审核时间为北京时间2019年9月1
日至2019年9月15日；评选结果公示为
9月20日。

（四）报送地址
交付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党政综合

楼4楼405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
大街1号）

联系人：高金锁
电子邮箱：nmgzhdj@163.com
联系电话：0471-4826758
（五）其他
应征作品一经送达，即视为应征者

已全部知晓并完全接受本征集规则。不
符合本规则要求的，应征者可于截止时间
之前补正。

六、评选与奖励
（一）评选办法
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邀请

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对应征
作品进行评选。最终将综合专家评审意
见和社会公众意见，确定内蒙古自治区

“智慧党建”品牌名称、徽标（LOGO）、主
题口号及官方卡通形象。

2.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拥有决
定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品牌名称、徽
标（LOGO）、主题口号及官方卡通形象的
最终权利。

（二）奖励办法
1.对应征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

品牌名称中评选出5项入围奖，每项奖励
人民币500元；对成为品牌名称的作品奖
励人民币2000元；入围奖与成为品牌名
称的奖金不叠加。

2.对应征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品
牌徽标（LOGO）中评选出5件入围奖，每件
奖励人民币1000元；对成为品牌徽标
（LOGO）的作品奖励人民币5000元；入围
奖与成为品牌徽标（LOGO）的奖金不叠加。

3.对应征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

品牌主题口号中评选出5条入围奖，每条
奖励人民币500元；对成为品牌主题口号
的作品奖励人民币2000元；入围奖与
成为品牌主题口号的奖金不叠加。

4.对应征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
品牌卡通形象中评选出5件入围奖，每件
奖励人民币2000元；对成为品牌卡通形
象的作品奖励人民币10000元；入围奖
与成为品牌卡通形象的奖金不叠加。

（三）上述奖金金额为税前金额。
（四）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向

获奖创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奖

金（现金或支票）和获奖证书交付作品的
应征者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

（六）评选揭晓后，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组织部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获奖者
名单。

七、征集声明
（一）所有收到的应征作品一概不予

退还，应征者应自留底稿。
（二）因电子邮件延误、误寄或其他

非征集方的原因造成应征作品未能及时
完整的传输到征集方，征集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

（三）应征者同意其对应征作品所享
有的全部知识产权，按照应征者签署的
《应征作品著作权归属承诺书》所述处
理。《应征作品著作权归属承诺书》的签署
是应征作品评选的必要条件。

（四）应征者同意其应征作品一经入
围，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签订应
征作品知识产权归属合同。知识产权归属
合同的签署是应征作品入围的必要条件。

（五）所有入围作品著作权将归属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所有，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享有对获奖作品进行再设
计、生产、展示、出版、其他形式的宣传等
权益，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将获
奖作品进行再设计、生产、宣传、出版、展
览等，不得向第三方转让著作权，投稿者
一经投稿即视为认同并遵守以上规则。

（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收
到应征作品时起即享有全部应征作品的
无偿使用权，并可做出版、发表及宣传的
用途及行使其他作品的非人身性权利。

（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包
括本规则在内的本次征集活动的所有文
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报名表及应征作品著作权归属承
诺书请登录内蒙古自治区“北疆先锋党
建云”官方网站 htpp：//www.nmgdj.
gov.cn自行下载。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2019年7月1日

关于公开征集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党建”品牌设计方案的公告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一部集
中反映共产党员张富清先进事迹的图
书《初心——向共产党员张富清学习》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同志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
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
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
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
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
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

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该书以新华社记者一手资料为基

础，收录权威报道、资料图片、视频链接
等，分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初心本
色 英雄无言”“致敬英雄 榜样力量”

“视频再现 至真至情”“感人话语 至真
至纯”等5篇，采用融媒体传播方式，图
文并茂地展现了95岁老共产党员张富
清的初心本色和英雄事迹。

本书可作为主题教育的学习参考
资料，适合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等
学习使用。

《初心——向共产党员张富清学习》
一书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央政
法委30日在京召开全国特赦实施工
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要求各级政法机
关认真贯彻国家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特赦决定，深刻认识本次特
赦的重大意义，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实
施工作，确保实现良好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

会议指出，本次特赦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续中华文
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推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仁政。做好本次
特赦实施工作，对于展示执政自信、树立
盛世形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于推
进依宪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
法治意义，对于凝聚各方力量、促进发展
稳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展现我
国人权司法保障水平、树立开放民主文
明法治形象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会议要求，要把握好特赦实施的基
本原则，确保取得最佳效果。要坚持紧
扣主题，统筹谋划部署，把握工作节奏，精
心组织实施，确保在国庆节前基本完成特
赦工作。要坚持积极审慎，充分考虑我国

刑事犯罪实际情况，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
人权，积极审慎实施好特赦，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起特赦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坚持依法办理，依法律按程序做好特赦
实施工作，严把摸排调查关、报请程序关、
依法裁判关，确保每一个特赦裁定都经得
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要坚持平稳有序，精
准评估特赦实施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有针
对性地做好工作，对符合特赦条件的罪
犯，做好释放前的思想教育和释放后的安
置帮教，引导他们遵纪守法、回报社会；对
其他服刑罪犯及其家属，加强政策宣讲、
说服教育，维护监管秩序和社会稳定；对
原案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强引导、安抚，赢
得理解支持。要坚持廉洁公正，严格管
理，公开透明，强化监督，坚决杜绝“以赦
谋私”、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行为，确保
特赦实施公正廉洁。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政治担当，优质高效做好特赦实施工
作。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部门协作、地
区联动、军地配合，形成整体合力。要严
守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确保特赦实施工
作有序有效推进，圆满完成任务。

中央政法委：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实施工作
确保“三个效果”相统一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
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比上年净增
103.0万名。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61.0万
个，比上年增加3.9万个，增幅为0.8%。
其中基层党委23.9万个，总支部29.9万
个，支部407.2万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女党员

2466.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7.2%。少数
民族党员664.5万名，占7.3%。大专及以
上学历党员4493.7万名，占49.6%。

党员的年龄。30岁及以下党员
1273.9万名，31至 35岁党员937.7万
名，36至40岁党员860.4万名，41至45
岁党员 863.5 万名，46 至 50 岁党员
932.6万名，51至55岁党员911.9万名，
56至60岁党员679.5万名，61岁及以上
党员2599.9万名。

党员的入党时间。新中国成立前
入党的20.5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入党的1616.0万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
入党的6148.8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
党的1274.2万名。

党员的职业。工人（工勤技能人员）
651.4万名，农牧渔民2544.3万名，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00.7
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
980.0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56.4万
名，学生 180.5 万名，其他职业人员
731.4万名，离退休人员1814.8万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18年共发展党员205.5万名，比

上年增加7.2万名。
发展党员的性别、民族、年龄和学

历。发展女党员84.6万名，占41.2%。
发 展 少 数 民 族 党 员 21.4 万 名 ，占
10.4%。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164.4万
名，占80.0%。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党员92.2万名，占44.9%。

发展党员的职业。工人（工勤技能
人员）13.2万名（其中农民工5646名），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28.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
员22.2万名，农牧渔民38.2万名（其中
外出务工经商人员1.4万名），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11.6万名，学生70.4万名，其
他职业人员21.7万名。在生产、工作一
线发展党员108.0万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18年全国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

进基层党组织19.0万个，表彰优秀共产
党员96.2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
21.7万名。

四、申请入党情况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入党申请人

1922.6万名，入党积极分子918.5万名。
五、党组织情况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国共有党的

各级地方委员会3208个。其中，省（区、
市）委31个，市（州）委398个，县（市、
区、旗）委2779个。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行
政村党组织。全国8561个城市街道、
31610 个乡镇、102555 个社区（居委
会）、545189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织，覆
盖率均超过99%。

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党组
织。全国23.0万个机关单位已建立党组
织，占机关单位总数的99.7%。51.5万个
事业单位已建立党组织，占事业单位总数
的95.2%。18.1万个公有制企业已建立
党组织，占公有制企业总数的90.9%。

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
织。全国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
人单位建立党组织。26.5万个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

（注：本公报部分合计数或相对数
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
均未作机械调整。）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中共中央组织部

6 月 30 日，安平县春晖园
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党员们在
品尝生日蛋糕。“七一”前夕，
河北省安平县春晖园养老服
务中心举行“党员集体过生
日”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养老院里
为党员“庆生”

6月 30日，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小坝镇凤凰村葡萄种植基地，果农给
葡萄套袋。夏日炎炎，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新华社发

夏日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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