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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刘晓冬）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泰峰，自治区政协主席李秀领等自治
区省级领导干部在呼和浩特集体收看
庆祝大会盛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
一指导组组长徐立全、副组长王卫国和
指导组有关同志一同收看。

上午8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室播放着中央
电视台直播节目，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
聚精会神看，专心致志听，认真细致记，
共同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光荣时刻。

观看结束后，石泰峰作了讲话。他
说，庆祝大会庄重喜庆、隆重热烈，展示
了一个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成熟自信、
意气风发的面貌和风采，展现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机与

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庄严宣告了经过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深
情回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走
过的伟大历程，深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创造的历史伟业、取得的历史
经验、得出的历史启迪，深刻阐述了伟
大建党精神，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
了伟大号召，聆听以后令人心潮澎湃、
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气势恢宏，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
示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
来、奋勇前进、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充
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的自信与担当，对于动员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更加信心满怀地投身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加

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伟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石泰峰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各级
党委（党组）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政治
的、全局的、历史的高度充分认识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周密谋
划、精心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各项工作，
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抓好面向社
会大众的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和人民群众深入学习领会、深刻理解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更好地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省级领
导同志要带头深入学习研究，带头抓好
贯彻落实工作，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
率。

石泰峰指出，以锐意进取、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做好各方面工作，把自治
区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内在
要求，也是对党的百年华诞的最好纪
念。我们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弘扬革
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扎实推动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为内蒙古确定的战略定
位和行动纲领落实落细，努力创造不负
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
业绩。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推动“十四五”开局之年各项重点工作
落实结合起来，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结合起来，更好地把党史学习教育中激
发出来的信念信心、热情激情转化为攻
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
效，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组织了收听收看。

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集体收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盛况直播

石泰峰李秀领参加

本报呼和浩特 7 月 1 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6 月 30日晚，“党旗映
青山——永远跟党走”呼和浩特市直
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艺汇演在乌兰牧骑剧场浓情上演，
为广大观众送上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
教育课。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
记王莉霞出席并观看。

演出在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中拉开序幕，2个多小时，四个篇章的节
目精彩纷呈，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红
歌，有突出红色文化的原创舞台剧和歌
剧，还有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

子们的舞蹈表演及敕勒川女记者合唱
团带来的音乐情景剧《我想对党说》等，
整台晚会以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颂扬
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走过的光辉
历程，讴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展现了首府广大机关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矢志不
渝为党的事业拼搏奋斗的坚强决心，进
一步激励党员干部更加坚定不移地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不辱使命、主动
担当，为建设美丽青城、草原都市贡献
更大力量。

呼和浩特市直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汇演浓情上演

王莉霞出席并观看

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白丹）6
月 30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第
27次扩大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第4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文章，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宣传思想工
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
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李秀领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
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段志强，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罗志虎、郑福田、刘新乐、马学
军、张华、其其格、欧阳晓晖及秘书长狄
瑞明出席会议。

李秀领强调，要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等地
考察期间重要讲话和《以史为镜、以史
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等重要文
章，崇尚和遵从对党忠诚的大德，始终
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做到铁心跟党

走、九死而不悔；崇尚和遵从造福人民
的公德，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坚持人民
政协为人民；崇尚和遵从严于律己的品
德，慎微慎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自觉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李秀领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与意识形态工
作的密切关系，深化对政协工作意识形
态属性的认识，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
形势，把握意识形态规律，借鉴意识形
态工作经验，推动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
共识工作具体化、科学化，增强政协宣
传思想工作实效，奏响“主旋律”，画好

“同心圆”。
李秀领提出，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

在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角色、地
位，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相关机制，
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统战工作领导小
组各项要求，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在大统
战格局的作用。

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
第27次扩大会议暨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李秀领主持并讲话

截至 2021年 6月 5日，全区共有
中国共产党党员1697281名，比2019
年底净增71026名，增幅为4.4%。

全区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85460
个，比2019年底净增2045个，增幅为
2.5%。其中基层党委5238个，总支部
4370个，支部75852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全区

共有女党员523902名，占党员总数的
30.9%。少数民族党员414791名，占
24.4%。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974121
名，占57.4%。

党员的年龄。全区共有35岁及以
下 党 员 381451 名，占 党 员 总 数 的
22.5%；61岁及以上党员 428656 名，
占25.3%。

党员的职业。全区党员中，工人
（工勤技能人员）100706名，农牧渔民
388821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300401名，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管理人员190652名，党政机
关工作人员 212001 名，学生 43003
名，其他职业人员127954名，离退休
人员333743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20年 1月 1日至2021年 6月 5

日，全区共发展党员79830名，其中，
2021年 1月 1日至 6月 5日发展党员
35976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20年 1月 1日至2021年 6月 5

日，全区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层
党组织 1303 个，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5181 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 2183
名。

四、申请入党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5日，全区入党

申请人 302090 名，入党积极分子
167254名。

五、基层党组织情况
城市 街 道 、乡 镇 、社 区（居 委

会）、行政村党组织。全区 269 个城
市街道、778 个乡镇、2550 个社区
（居委会）、11080个行政村已建立党
组织。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全区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
18672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20934
个，企业基层党组织21753个，社会组
织基层党组织21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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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党内统计公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柴思源）日
前，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交响曲《旗
帜》在内蒙古乌兰恰特首演。

交响曲《旗帜》是内蒙古首部反映
现实主义题材的三管编制原创大型交
响曲作品，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携手著
名作曲家邹野、著名诗人阿古拉泰创
作而成。作品在《灯》《情》《爱》《兴》四
个乐章中徐徐展开，用富有画面感的
音乐语言再现历史，引领观众在极具

张力的旋律中开启一段热血与深情交
织的信仰之旅，表达了内蒙古人民对
党的民族政策的衷心拥护，以及永远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
心。

据了解，该作品入选中宣部、文旅
部、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参演剧目，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主
题文艺精品创作工程“红色百年内蒙
古”项目扶持剧目。

内蒙古艺术剧院
原创大型交响曲《旗帜》首演

本报7月1日讯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区机关干部职工中引发强
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以建
党百年为奋斗新起点，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砥砺斗争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扎实推动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内蒙古确定的战略定位和行动纲
领落实落细，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机关在职党员干部集体观看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奋进力量，进一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
善好、发展好，不断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要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心怀“国之大
者”，从我做起，踏踏实实做好具体工作，在新时代努力展
现新担当新作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自治区政协机关干部聚精会神收看了庆祝大会盛
况，认真聆听和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
致认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气势恢宏、内涵深
刻，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大家表示，一定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全力以赴做好人民政协
各项工作，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
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为自治
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作为新时代人民
政协工作者，我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的事业，把理想信念融入政协事业，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
切期望。”自治区政协农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婷婷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机关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收看
庄重热烈的百年盛典，聆听豪迈磅礴的史诗宣言，深深
地为生逢伟大的新时代而自豪。这盛世是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接续奋斗、脚踏实
地干出来的。作为统战干部，要牢记“爱国统一战线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的重要指示，为党凝心、为党聚力，
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真情感党恩，坚决听党话，铁心跟党
走，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
雄的中国人民万岁！”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让自
治区公安厅机关全体民警、辅警心潮澎湃、备受鼓舞。自
治区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处党支部书记、处长黄丽娜坚定地
说：“作为共产党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岗位实际，大力加强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干部管理监督和执纪问责，为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
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全力守护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看完庆祝大会直播，自治区司法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杨激动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她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见证党的百年华诞，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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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里。我们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感悟真理力量，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为新的起点，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
守初心、担使命，坚持做好本职工作，为自治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自治区信访局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直播，共同见证这
一激动人心的光荣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信访本职岗位，
勇于作为，坚决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全力做好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
访积案等重点工作，努力开创全区信访工作新局面，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白丹 章奎 宋爽 陈春艳 郝佳丽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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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振南 梁亮

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这是党的盛典，这是人民
的节日。

盛装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
迎风招展，各界代表 7 万余人以盛
大仪式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自信的欢歌、激动的欢呼、热烈的掌

声……生动的画面传向五洲，自豪
的笑脸感染世界。

庆祝大会上，距离祖国“心脏”位置
最近的，是来自北京大中小学的青少年
组成的千人献词团，他们用真诚质朴的
语言向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祖国母亲
深情告白，“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
春誓言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网
友们纷纷点赞：这才是中国青少年应有
的模样。献词团成员之一、中央财经大
学大二学生何雨璐说：“为了达到最佳

效果，我们从今年三四月就开始训练，
不仅要牢记每一句献词，更要在朗诵时
饱含真挚情感，还要做到千人一声、整
齐划一，这样的训练很累，但是我们还
是圆满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这是我
们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我将永远铭记
这段难忘的经历。”

在庆祝大会现场，处处可见志愿者
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各个区域为参会人
员服务。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孙硕说：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

提供志愿服务，是每一个志愿者都梦寐
以求的难得机会，我能够成为其中一分
子，既有非常强烈的自豪感，也感觉到
了沉甸甸的责任。”

来自北京市的老党员韩继东对自
己能参与到大会中来很激动：“今年是
我在党的第52个年头，在敬爱的中国
共产党教育下，我一直在成长。作为老
党员，我更要恪守职责，带领年轻人并
与他们一起，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
斗。”

来自山西的安路平，急切地向记者
表达着自己的心情：“初心易得，始终难
守。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切以人民的
利益为核心，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

天安门广场上，一群穿着民族服饰
的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非常亮眼，引起
了媒体记者的关注。全国少数民族参
观团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娜木
拉表示，我是鄂温克族，作为一名少数
民族代表，我和其他代表清晰地看到并
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
们要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更
好的姿态踏上新征程。

呼和浩特地铁一二号线总设计师
韩佳彤也信心满满，他说，我们要牢记
嘱托，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
路上，通过科技创新将使工作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我今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全
国各族人民欢聚到一起庆祝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很激动、很自
豪。祝愿我们的党永远年轻，中国共产
党万岁！”来自内蒙古的全国人大代表
朴成奎难掩激动的心情。

一百年风华正茂，九万里风鹏正
举。接过历史接力棒，我们应当继承与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奋斗姿态拼搏向
前，再创荣光。

这一刻，我们坚定而自豪

7月 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全国
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现场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