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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35岁及以下党员达
2367.9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24.9%，
比 2019年底提高0.7个百分点。文
化程度明显提高。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党员达4951.3万名，占党员总
数的52.0%。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
比重不断提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
相比，女党员占比由 11.9%提高至
28.8%，总量达2745.0万名。少数民
族党员占比由2.5%提高至7.5%，总
量达713.5万名，全国55个少数民族
都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党的阶级基
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壮大。工人
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党员总
数的33.9%，数量是新中国成立时的
11.6倍。党员队伍中，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管理人员 1061.2 万名、占

11.2%，专业技术人员 1507.5 万名、
占15.8%。

党的组织体系日趋严密。全国
共有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3199个，
其中，省（区、市）委31个，市（州）委
397个，县（市、区、旗）委2771个；共
有党组12.5万个、工委2.2万个。党
的基层组织由新中国成立时的19.5
万 个 增 至 486.4 万 个 ，增 长 约 24
倍。全国8942个城市街道、3.0万个
乡镇、11.3万个社区（居委会）、49.2
万个行政村均建立党组织。全国共
有机关基层党组织 74.2 万个，事业
单位基层党组织 93.3 万个，企业基
层党组织151.3万个，社会组织基层
党组织 16.2 万个，基本实现应建尽
建。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100年
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围绕不同历史时
期的中心任务，加强组织建设、发
挥组织优势，确保党的事业发展到
哪里、组织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
组织和党员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选派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组织动员330.6万个基层党组
织、3914.4万名党员干部投身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在抗震救灾、防汛
抗洪、维稳处突、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鲜红的党旗
始终在重大斗争主阵地和基层一线
高高飘扬。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大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始终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

■上接第2版 经过一百年奋斗，我
们党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迎来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带
领亿万人民不断创造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的：“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
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
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
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
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
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
拥护和坚定支持。”走过百年沧桑，中
国共产党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昂
扬奋进在新的伟大征程上！

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的伟大进程。在近代中
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
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
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
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一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
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
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
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
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
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今天，马克思主
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展
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
量！

这是奠基立业、开辟未来的壮阔
征程。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
党人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接续奋
斗。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用近 30 年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 40 多年
时间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展望未来，到 2035 年，我
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奋斗
1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现在，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
的伟大征程上风雨无阻、坚毅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历史宏愿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
是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历史命运的一
百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
百年，是中国为全人类发展作出卓越
贡献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是用鲜
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
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是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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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
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
现实基础。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
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
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
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
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
有。我们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
光在前、前途光明，但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面临
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站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
首百年奋斗历程、瞻望伟大复兴前
景，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
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
信心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新中国发
展史、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都具有里程
碑意义。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
只是我们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一步，我们决不能骄傲自满、止
步不前，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力拼搏，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开拓前进，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
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牢记初心使
命，坚持“两个务必”，保持战略定
力，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斗争精
神，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
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全力办好自己的事，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锲而不舍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胜利进军，以“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在顺
应世界大势中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
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
更加灿烂的辉煌。胸怀千秋伟业，恰
是百年风华。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
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
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新的伟大征程
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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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
开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铸就百年辉煌 书写千秋伟业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经中央批准，中宣部统筹指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英
文版，将于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在内容上与《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文版保持一致，旨在为外国读者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提供权威阅读资源。

《中国共产党简史》英文版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将于7月1日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播出。届时，全国各级广播电视主频道、主频率，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将于7月1日晚播出

新华社基辅 6 月 30 日电 （记
者 李东旭）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共同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乌克兰文版首发式暨中乌治国理政
研讨会30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向活动致贺
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主任徐麟视频致辞。乌副总理、
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乌方主席斯特凡
妮希娜、乌副总理乌鲁斯基、乌内阁部长
涅姆奇诺夫、乌“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
主席阿拉哈米亚、乌“祖国党”主席季莫
申科、乌副外长博得纳尔、中国驻乌克兰
大使范先荣及各界人士近百人参加了当
天活动。

涅姆奇诺夫宣读了什梅加尔的贺信。
什梅加尔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什梅
加尔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
文版的出版，有利于乌方进一步了解和借
鉴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

徐麟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全面系统地
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展现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
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打开
了一扇“思想之窗”。这部著作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的发展
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着眼基本国情、引
领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
坚持和平发展、建设美好世界的理念和主

张，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管党治
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思考和实践。

首发式上，中乌嘉宾共同为《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文版新书揭幕。

研讨会上，中乌两国专家学者认
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文版
的出版发行，将大大促进乌克兰读者
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
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目标，推进中乌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克
兰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和乌克兰弗里
欧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截至目前，《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34
个语种，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克兰文版首发式暨
中乌治国理政研讨会在基辅举行

新华社香港 6月 30日电 （记
者 洪雪华）“百年风华——香港各
界青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暨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文艺晚会”
30日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来自
400多个青年团体的数千名青年代表
在现场观看演出，共同为建党百年和
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献上祝福。

晚会在国歌奏唱中拉开帷幕。
晚会以香港不同时代青年的奋斗故
事为切入点，讲述了香港与祖国荣辱

与共的故事，以此激发新时代香港青
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晚会共分为五幕，分别为《救亡
图存》《照亮东方》《春回香江》《紫荆
绽放》《崭新篇章》，由香港著名歌手、
合唱团、管弦乐团、朗诵团等表演者，
以歌曲、舞蹈和诗歌朗诵等艺术形式
呈现。表演者的精彩演绎，赢得观众
的阵阵掌声。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执
行主席蔡德昇表示，希望这场具有特

殊意义的活动能让青年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成就和香港回归祖国以
来的光辉历程，增强香港青年对祖国
的向心力，也鼓励香港青年把握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百年风华——香港各界青年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香港
回归祖国24周年文艺晚会”由香港
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及香港各界
庆典委员会联合主办。

“百年风华”文艺晚会献礼建党百年和
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

一、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石亮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31004部队李永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夏鑫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李绍章（土家族）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周建平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王恋英（女）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吕新胜
重庆警备区万芝利（女）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邓联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31110部队葛晶晶（女）
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王道彬
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刘杨
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刘建瑜
中国人民解放军73096部队47分队杨初格西（藏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32部队61分队王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75738部队41分队黄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65426部队500分队李庆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61267部队31分队李燕曦（回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66336部队51分队丁辉（锡伯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69215部队34分队王焯冉
中国人民解放军69316部队82分队陈祥榕
中国人民解放军69316部队162分队肖思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77629部队60分队杨祥国
陆军装甲兵学院单东升
陆军某院韩珺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15部队85分队薛永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92229部队刘志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92941部队44分队汪浩
中国人民解放军93357部队姚凯
中国人民解放军95848部队68分队张小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93792部队席吉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72分队王胜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95983部队杨选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96897部队63分队盛德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96901部队24分队肖龙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63672部队田宙
中国人民解放军75841部队60分队翁春芳（彝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32523部队黄浩
西部战区总医院徐朝霞（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32677部队张俊凯
军事科学院尹浩
武警部队黑龙江省总队李玉峰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刘鲁运
武警部队四川省总队布哈（彝族）
武警部队陕西省总队郑宝宝
武警部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刘琳
武警部队第一机动总队西西玛（藏族）
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陈玉浩
武警部队特种警察学院杜振高
二、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周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张晓伟
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毛伟
上海警备区张旭伟
中央军委纪委监委许飚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李前防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齐生兴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张红春
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周满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04部队40分队金宗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43部队胡学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64部队贾洪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56部队95分队胡存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65447部队51分队杨德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44部队50分队郑纪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69236部队38分队马和帕

丽（女，哈萨克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77639部队50分队李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91526部队571舰李维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22部队王海鸟
中国人民解放军94136部队53分队秦天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93279部队62分队王运璞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21部队46分队杨俊
信息工程大学王志刚
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作部邢高峰
国防大学曾爱国
国防科技大学马德良
武警部队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刘玉柱（满族）
武警部队福建省总队范伟民
武警部队山东省总队侯忠华
武警部队湖南省总队刘小龙
三、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某处党支部
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武装部机关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75620部队69分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35部队52分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99部队77分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69313部队76分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66343部队54分队党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32356部队91分队党支部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58部队27分队党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94982部队51分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95174部队64分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52部队 231分队党支

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61623部队1分队党委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某临时党支部
国防大学某系党委
国防科技大学某学员队党支部
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某中队党支部
武警部队河南省总队某中队党支部
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中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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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上一直充

斥着“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杂
音。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西方政
客和媒体等更是肆意挑动意识形态对
抗，干扰政治互信和国际合作进程。

习近平多次呼吁，要树立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
身奋斗和理论思考得出的结论，为人类文
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倡导下，中国近年来举
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重要多边会议，
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共同发展搭建
新的平台，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
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
人的胸怀。”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到捷克
斯特拉霍夫图书馆，从墨西哥玛雅文
明遗址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古城，
中国元首的外交足迹勾勒出不同文明
交相辉映、互学互鉴的图景。

接受采访时，对俄罗斯作家和文
学作品如数家珍；访问欧洲时，谈及多

名法国和德国文化名人，让当地民众
倍感亲切；巧用生动的比喻讲述中国
道路，化用国外谚语典故表达对人生
和社会的看法……习近平让世界看到
了中共领导人和大国政治家的开阔视
野和文化积淀，在润物无声中架起文
明对话的座座桥梁。

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拉紧人
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在金砖合作机制
下，强调推进政治、经济、人文“三轮驱动”；
倡导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推
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习近平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把握，点
亮了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
想明灯，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书写浓墨
重彩的文明篇章。

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以大小强
弱论亲疏，中国共产党与全球600多个
政党和政治组织“互加好友”，充分交
流治国理政经验，及时分享减贫、反
腐、抗疫等方面的做法。

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
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之外创造了“充
满生命力的选择”。布隆迪驻华大使
马丁·姆巴祖穆蒂马说，中国共产党具
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累积，“代表一

种新的文明样态”。
天下为公，正道致远。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应对共同挑战
的全新解决方案，也是面向全球的新
型文明观。近年来，这一理念多次被
写入双多边会议和联合国文件，成为
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
鲜明旗帜。习近平倡导的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
共同价值追求，汇聚各国人民对和平、
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
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
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
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
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
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而努力。”

习近平亲切平实的话语，再次启
迪世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
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历经百年沧桑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与世界各
国一道，捍卫和平，促进发展，为全人
类的共同福祉，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为了更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