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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瀛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有关部门
摄制的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
天》自6月20日起在央视播出以来，获
得社会良好反响。观众表示，该片实事
求是地叙述史实，历史脉络清晰，细节
感人入微，是一次爱党颂党的深情表
达。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说，
《敢教日月换新天》以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
史时刻为主轴，立体呈现100年来党走
过的不平凡道路。“本片是形象简明的
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发展壮大的集中
展现，是一次爱党颂党的深情表达。”

中国工人出版社原编审张辰生说，
这部文献专题片让人耳目一新，其最大
特点是实事求是地叙述史实，历史脉络
清晰，细节感人入微，且把思考和结论
留给观众。“这样的叙事风格比很多同
类片子有质的提高。”

南方航空物流公司职员赵平看完

专题片第五集，更透彻地理解了解放战
争这段历史，懂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选择了一条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
民利益的，民主、文明、民族独立的道
路，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作为移民深圳数十年的“老深圳
人”，司法部港澳台法律培训交流中心
退休职工陈清，被专题片第十集中深
圳“敢为天下先”的熟悉场景深深触
动。“置身于我党带领亿万人民改革开
放大潮中，亲历了我党带领亿万人民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

我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
中国，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
本保证。”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学生徐静文说，《敢教日月换新天》让
自己更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的青年要
肩负的历史使命。“作为一名材料专业
的本科生，我们不仅要研制出中国智造
需要的新型材料，为祖国的腾飞装上轻
盈的翅膀，也要做站得稳、立得正、有韧
性的新时代青年。”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爱党颂党的深情表达
——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获良好反响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
览”于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开展。

展览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为主题，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综合
材料和雕塑等艺术样式，共展出作品近
180件。展品主要来自“不忘初心 继续
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和各地近年创作的部
分党史题材及现实题材美术作品。这些

画作体现了广大美术工作者以丹青笔墨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深厚情感，也是近年
来党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的最新成果。

展览聚焦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事
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优秀共产党人，形
象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
光辉历程和建立的不朽功勋，以艺术
之美诠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
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性飞跃，以时代画卷描绘了中国
人民阔步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展览将持续至2021年12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美术作品展览”在京举办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胡喆）6月27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和巡视探
测系列实拍影像，包括着陆巡视器开
伞和下降过程、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
陆平台声音及火星表面移动过程视
频，火星全局环境感知图像、火星车车
辙图像等。

目前，天问一号环绕器在轨运行338
天，地火距离3.6亿千米，祝融号火星车已
在火星表面工作42个火星日，累计行驶
236米，环绕器和火星车工作状态良好。

后续，火星车将继续按计划开展
移动、感知、科学探测，环绕器继续运
行在中继轨道，为火星车巡视探测提
供中继通信，并开展环绕探测。

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和
巡视探测系列实拍影像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国际政党政
要和友好人士致电致函习近平总书记和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中国各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
成就，期待同中国共产党深化党际合作，
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赞比亚总统伦古表示，中方在“一带
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持
续向赞比亚提供援助，巩固了互利互惠
的双边关系。赞方对及时支持赞比亚应
对疫情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
深表赞赏和感谢。事实证明，中国及时
应对疫情，并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取得无
可比拟的空前成功，为人类最终控制并
战胜疫情带来希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表
示，世界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
中国人民取得诸多成就所展现出的伟大
领导力。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书写成功的新篇
章，继续以互信、共同利益和真诚友谊为
基础，坚定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表示，
中国的巨大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南非共高度赞赏
两党携手共庆百年华诞，愿继续致力于
深化与中国共产党兄弟般的友好情谊，
携手为世界民主、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国民议会议长内
韦斯表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得到中国
人民的拥护，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带领中
国人民攻坚克难，开辟了民族解放和国
家振兴的崭新道路，并取得了国家建设
和发展的伟大成就。

苏里南民族民主党主席、前总统鲍
特瑟表示，中国共产党面对时代之变，展
现出与时俱进、自我革新和选择正确领
导集体的强大能力，已成为全世界人民
的希望之光。

也门改革集团领导成员、副议长巴
西拉表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伟大
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人
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功，实现了
各领域质的飞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

取得更大成功！
伊朗伊斯兰发展基金会主席、前副

总统加福里法尔德表示，从1921年建党
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到1949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领导国家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百年光辉历程，为亚洲和世界各国树立
了榜样。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会长、政府交
通部长魏家祥表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
进、追求进步，经历百年岁月洗礼，卓然
屹立且充满生机活力，是世界各国政党
的楷模。祝愿中国共产党在下一个百年
再创辉煌。

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妮诺娃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各
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人
民带来繁荣、安定和美好的生活。保社
会党愿进一步发展两党关系、深化党际
合作。

日本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原民主党
党首小泽一郎表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克服重重困难，领导新中国成长为

具有巨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拥有
了不可动摇的国际地位，谱写了辉煌的
历史篇章。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发
展，在各个领域都对中国抱有前所未有
的巨大期待。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
尼勒表示，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和平发展将
坚定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稳定、发展的信
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的贡献！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白俄罗
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格延科，巴哈马进
步自由党主席米切尔，捷克参议院对华友
好小组主席杜布拉瓦，法国共产党前全国
书记罗贝尔·于，尼泊尔大会党外事部负
责人卡德卡，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俄罗斯俄中经贸关系发展协会主席奥列
格·杰米好，土耳其土中商业促进友好协
会主席阿克菲拉特，奥地利奥中友协常务
副主席卡明斯基，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
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任易思等。

国际社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新华社记者 吴长伟

纳米比亚开国总统、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人组党）创立者努乔马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
党百年辉煌成就带给纳米比亚巨大启
发，中共的发展理念使中国和世界人
民受益。

92岁高龄的努乔马在采访中高度
赞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
伟大成就。他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
家发展取得新成就，带领中国人民创
造了中国奇迹，同时政党和国家的影
响力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
抗击新冠疫情、摆脱贫困和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充分体现了
中共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不仅使
中国人民受益，也使世界人民受益。

努乔马说，新冠疫情是全人类面临
的共同威胁。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

国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分享
疫情信息和防控经验，向其他受疫情影
响国家提供援助。“我们衷心感谢中国
为非洲国家和各方提供宝贵支持。”

努乔马认为，新冠疫情蔓延加速
了国际格局的演变，只有各国携手合
作才能战胜疫情。中国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符
合人类发展的大方向，拓宽、深化了多
边主义内涵和实践，为解决当前重大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
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广泛支持。

他说，党际交流是推动和平与合
作、改善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人组
党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期待进
一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往，
深化管理方面的经验交流，促进党际
和国家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为世界
的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努乔马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一定会走向更加光明的
未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温得和克6月27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使
中国和世界人民受益

——访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上接第2版
喇嘛板村支书乔来斌介绍，今年喇

嘛板村共种植马铃薯原原种大棚155
个，共有承包户114户，经过村党支部
严格筛选，其中有99户为脱贫户。

2019年，商都县整合扶贫资金在
喇嘛板村流转土地240亩建起107个
日光温室，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租给农户繁育
马铃薯原原种，种苗由内蒙古希森种
业商都组培中心提供，并负责提供技
术指导、监督管理、产品回收。2020

年，合作社又集中流转土地1100亩，
整合4500万元资金，在喇嘛板村新建
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一处，主要用
于希森6号原原种繁育，今年将已建成
的256座大棚租赁给农户。

“年龄大了，也不能外出打工了，大
棚种苗、拔草、收种子时候，一天一人能
挣120块钱，还管饭，一个月下来也可
以挣3000多。”村民张美荣告诉记者。

随着繁育基地的扩大和承包户的
增加，喇嘛板村村民的务工收入逐年
上升，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薯”光在前头

■上接第2版
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贯彻

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有差距，履行核心职能不够
到位，对社科学术社团政治引领不力，发
挥决策参谋作用不够充分；“两个责任”压
得不实，廉政风险防控存在薄弱环节，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有短板，执行选人用
人制度不规范，干部日常监督管理不严
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党内组
织生活不严肃，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规范；
对巡视发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到位。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讲话精神
不到位，落实人道善款不及时、救助资金
运转效率不高；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有差
距，防范化解风险意识不够强，参与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和人道主义救助工作基础
薄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够
到位，防范廉洁风险应对不力，贯彻中央
精文减会精神不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不到位，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和
干部队伍建设有短板，机关党建工作存
在薄弱环节；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
改不彻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蒙古自
治区委员会党组贯彻党中央关于“一带
一路”决策部署不力，推动贸易高质量发
展有差距，“蒙字号”产品走出去成效不明
显；发挥领导班子核心作用不到位，助力
企业应对贸易风险能力不强，统筹协调推
进改革行动迟缓；履行“两个责任”有差
距，一些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四风”
问题时有发生；班子建设有短板，落实“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不到位，党内政治生活
不够严肃；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
距，选人用人和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突出，
党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推动落实巡视、
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彻底。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运用习近平
新时代法治思想指导监狱工作不够有
力，推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迟缓；履行职

能职责有差距，规范刑罚执行不到位，对
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聚力不足，“减假暂”
管控不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有短板，从严管党治警乏力，对“一把手”
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不到位；履行监督责
任有缺位，推动监察体制改革缓慢，违纪
违法问题频发多发；监狱建设管理混乱，
重大建设项目推进迟缓，监狱企业管理
不规范，以信息化技术提升监狱治理水
平不够有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到位，
选人用人导向有偏差，干部选任制度执
行不严格。

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落实党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
短板，践行新发展理念谋划新区发展大
局不够有力，运用新思想新理念谋划推
动工作不足；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力度不
够，采购事项缺乏公平竞争，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预判不足，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执行安
全生产管理责任制不严格；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够有力，主体责任履
行不到位，存在乱设公司、乱借资金、乱
设账户等问题；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有差距，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机
关党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部署要求有“落
差”，统领经济发展不够有力，落实简政
放权改革不到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存
在短板；履行监督责任有差距，执纪问责

“宽松软”，日常监督不够有力；重点领域
廉政风险排查不到位，“四风”问题依然
存在；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严格，落实干
部交流政策不规范，违规兼职取酬问题
纠治不彻底；党建领导小组发挥作用不
充分，机关党建和基层党建工作弱化，党
员发展有差距、党费管理不规范；巡视、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彻底。

包头稀土高新区党工委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改变“挖土卖土”重要指示要求不
到位，发挥领导班子作用不充分，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有偏差；推动改革力度
不够，创新型高端人才缺乏，科技创新潜

力不足，技术创新软环境建设滞后；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缺失，土地出让乱象
丛生，财政资金使用混乱；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不力，存在乱
设公司、乱担保、乱设账户等问题；执行
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政策把关“搞变
通”，制度执行“打折扣”；党建主体责任
压得不实，发展党员不合规，组织生活流
于形式；落实巡视整改责任不到位，存在
边改边犯现象。

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四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不到
位，调结构、转方式、绿色低碳发展不够
有力；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不明显，开发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把
握不足，运用新思想新理念谋划推动工
作不够有力；推动深化改革有差距，体制
机制不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力，对全面从
严治党形势分析研判不足，纪工委同级
监督乏力，“四风”问题时有发生；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严格，执行选人用
人制度不规范，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不
到位；对上级监督检查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到位。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发挥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不够有力，功
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谋划不足，聚焦主责
主业推进工作不到位；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有偏差，“僵尸企业”处置缓慢，推动
科技创新力度不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到位，党风廉政建设重视不
够，制度杂乱、管理混乱等问题突出，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不到位；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禁而不止，特权
思想依然存在；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有差距，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规范，存
在“吃空饷”问题；落实巡视监督发现问
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
视问题整改不到位。

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统
筹发展规划不够有力，产业发展形势预
判不足，谋划发展存在“短视”效应；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不到位，优化营商环境有

短板，“招商引资”统筹不够；贯彻新发展
理念不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差距，产
业转型升级综合施策不够；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力度不足，土地未批先建问题突
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履
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够有力，权力运行缺
乏监督制约，执纪问责“宽松软”；党风廉
政建设抓得不紧，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突
出，存在管理混乱、用钱任性现象；贯彻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执行干部
选任制度不严格，机关党建和基层党建
工作比较薄弱。

察哈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要理念有偏差，推进绿色园区建设缓
慢；发挥总揽全局作用不充分，推动高质
量发展思路不宽，培育企业和产业集群
行动缓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有
差距，优化营商环境措施不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责任意识不强；履行管党治党
责任不到位，乱设公司机构、乱借资金、
乱签协议问题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四风”问题禁而未绝；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选人用人和干
部队伍建设有短板，党建工作责任制落
实不到位；对巡视发现问题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
彻底。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党委落实中央关
于农垦改革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行动迟
缓，深入把握农垦事业发展定位和方向
不足，聚焦主责主业推进工作存在短板；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重缺失，
管党治党责任层层递减，重大风险隐患
问题突出，违纪违法问题频发多发；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时有发
生，享乐主义、特权思想、奢靡之风问题
突出；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到位，
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严格，机关党建“灯
下黑”；干部不担当、慢作为问题突出，国
家农田水利灌溉建设项目推进不力，危
房改造项目推动迟缓，富农产业项目实
施缓慢。

（自治区党委巡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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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刘硕）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
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包括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检察
院督促保护保安革命旧址行政公益诉讼
案、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刀靶水
红色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四川省旺苍
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木门军事会议纪
念馆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4件。

据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
绍，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的红色资
源类型丰富，包括各类革命旧址、烈士故
居以及烈士纪念设施等。在办案过程
中，检察机关采用的公益保护手段多元，
灵活运用诉前磋商、公开听证、检察建
议、圆桌会议等多种方式，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积极整改。并且，检察机关主
动加强与文物保护、退役军人事务、环
保、民政等部门沟通协作，注重红色资源
保护利用的协同共治。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保护包括红色
资源在内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方面积极履

职。据统计，2019年至2021年3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5800余件，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4800余件，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60余件。2021年4月，最高检专门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形成革命文物
等红色资源保护合力。

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司长李
桂广说，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与最
高检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协作配合，以检
察公益诉讼助力推进英烈权益、英烈纪
念设施保护工作，共同开展县级及以下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专项行动，充分用好
革命文物资源及烈士纪念设施服务党史
学习教育，切实加大英雄烈士保护力度，
推动英烈保护长效机制建设。

胡卫列表示，检察机关将继续深化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协同有关职能部门
统筹做好红色资源保护、管理、运用的

“大文章”。

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
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6 月 26 日，湖南浏阳龙
伏镇新开村村民驾驶插秧
机 在 田 间 插 秧 。 近 日 ，湖
南 省 浏 阳 市 天 气 晴 好 ，当
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田间
作业。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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