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树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党的历史是最
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
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
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
前进力量，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

学史明理 感悟思想伟力

学习党的百年历史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时代背景，尤其是深刻理
解把握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选择和运用。
学史明理，这个“理”概括起来就是真理和道理。

所谓真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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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教条地、机械地、
亦步亦趋地、不假思考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
义。一百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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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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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
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
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所谓道理，就是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成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
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
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
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创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高度现实性和
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
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让伟大的中华民族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机。

学史增信 筑牢信仰之基

深入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就要牢记我们党从
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
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
仰、信念、信心。

所谓信仰，是对某种学说、理论、思想的笃信
不移。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这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回顾百年
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
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
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
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们
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
的局限，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
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
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
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所谓信念，是对某种理想、目标、愿景的孜孜
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就是对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
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
追求。回顾百年党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
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

所谓信心，是实现理想的乐观心态和积极态
度，就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
益和根本利益。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
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实践充
分证明，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能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学史崇德 增强精神动力

学习党的百年历史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发扬
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顽强拼搏、不懈
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
扬姿态。学史崇德是一种精神动力，具体来说就
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所谓明大德，最根本的就是对党忠诚，锤炼
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
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对
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
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
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
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一心
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同时，学习党的百年历史，要深刻认识到对党忠诚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
件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对党组织忠诚上，
以及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

所谓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我们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
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从革命
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支援前线，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极投身各项建设事业，
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各族群众积极投身现代化建
设，充分证明了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
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
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所谓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
行为，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人民。作
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
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
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
正。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
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学史力行 提高实践能力

学习党的百年历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党
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从党史中汲取有益营
养和奋斗精神，不断增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本领和能力。从大的方面看，
就是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所谓政治判断力，主要是指面对各种问题和
风险挑战，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
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回顾百年党史，
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每一个胜
利、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正
确分析和研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
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
的发展变化。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
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
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树立底线思维，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所谓政治领悟力，主要是指对党的创新理论、
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
学习、理解和掌握的能力和水平。新发展阶段、新
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概括提出，既是基于党和
人民事业所处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正确认
识，也是基于一百年来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
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
入学习领会党中央作出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的理
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深入学习领会新发
展理念这一系统理论体系和鲜明实践要求；深入学
习领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战略考量。特别是
要深刻领悟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
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三者紧密关联、缺一不可。

所谓政治执行力，主要是指敢于担当尽责，直
面矛盾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攻坚克难，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好落实好的能力和水
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功
之道，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
落实。“十四五”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新的征程已
经开启，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贯彻执行。广大
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要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
当，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同时，要弘扬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发扬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更实举措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内蒙古自治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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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就要从党史中汲取有益营养和奋斗精神，不断增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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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
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深刻诠释，鲜明指
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深刻阐明了传承这
一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伟大建党精神体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奋斗之中，要继续弘扬光
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
精气神。

赓续红色血脉 迈进新征程

红色血脉蕴含着永葆生机的内在力量，是在
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构筑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根本
宗旨、优良作风。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百年党史，是一部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嘉兴南湖红船——中国
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井冈山——中国
共产党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找到适合
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延安——中国共产党
留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重庆——中国共产党托
起浩然正气、英雄气概，西柏坡——中国共产党立
下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规矩，大庆、北大荒、老西
藏、红旗渠……一个个红色坐标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内蒙古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了
民族干部之摇篮、民族政策之智库、民族教育之典
范的“红色城川精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不畏
强暴、敢于胜利的“大青山抗战精神”，各族儿女团
结一致、同舟共济的“齐心协力建包钢”精神，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牧区大寨乌审召精神”……这些精
神谱系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乘势而上、勠力
同心、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山河为碑，青史为鉴。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用鲜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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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
础。百年党史，是一部山河为碑、青史为鉴的历
史。长征——充分展现出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
量，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具有伟
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事件，抗美援朝——高举保卫
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两弹一星”——中国

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壮大的战略标志，兴办经济特
区——推进改革的“前沿”、对外开放的“窗口”；抗
击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
体现……一页页壮丽篇章彪炳史册、流芳百世。
内蒙古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了情系
草原、纵缰沙场、荣耀中华的“内蒙古骑兵精神”，
不忘初心、不辞辛劳、不务空名，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乌兰牧骑精神”，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

“最好牧场为航天精神”，“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精神，坚韧不拔、坚贞不渝、坚强
不屈、坚持不懈、坚定不移的“内蒙古边防精神”，
绿富同兴竞超越的“库布其精神”……这些精神谱
系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力量、校准方向、
攻克难关的生动教材。

峥嵘岁月，灿若星辰。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
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
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
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
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百年党史，是一部前赴后继、英雄辈出的历
史。从抗联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到抗日将
领左权、彭雪枫，从“狼牙山五壮士”“白刃格斗英
雄连”“刘老庄连”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从

“英雄母亲”邓玉芬到深藏功名60多载、奉献贫困
山区一生的“战斗英雄”张富清，从“铁人”王进喜
到把崇高理想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雷锋，从人
民好公仆、县委好书记焦裕禄到“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从“维和英烈”和志虹到为扶贫献出生命
的新时代优秀青年代表黄文秀……一个个光辉形
象顶天立地、光彩照人。内蒙古大地上，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产生了坚定执着追理想、百折不挠求
解放、团结一致迎胜利的“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
人”，珍爱生命、善待自然、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

“草原英雄小姐妹”，勇于变革任先锋的赵丑女，扎
根牧区苦干实干、投身边疆无怨无悔的廷·巴特尔

等先进人物。这些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组成
的精神谱系，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勇担责任、
砥砺前行、奋发向上的学习榜样。

弘扬建党精神 奋进新时代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
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劫难的环境下，中
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百年的
非凡历程中，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
实践中所涌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和创造形成的精神
财富。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百年回望，红船精神、
长征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始终追求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和鲜明的政治品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从陈望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到雨花台英烈“出身
家境不苦”，正是为了这份理想之甘、信念之甜，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一次次苦、磨砺一场场难，
而又一次次奋起。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对党和人民
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践行
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努力
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真正让“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激励前行的思想灯塔。

初心如磐，矢志如斯。百年回顾，平凡英雄张
思德、“五好战士”王杰、时代楷模钟南山……始终
保持“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和鲜明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
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
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这
就是“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湖北救治的80岁

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有3000多人，其中一位87
岁的老人，身边有十来个医护人员精心呵护几十
天，终于挽救了老人的生命……这就是“人民至
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固树立“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
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奋斗之中，把满腔热忱完全投入到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把为民造福完全体现在政
绩中，真正让“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
神成为激励前行的一种精神、一种能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百年回顾，“努力到死，
奋斗到死”的方志敏、“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的叶
挺、“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
……始终坚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和鲜明的政治品格。人类的美好
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
胼足胝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
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
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从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到上甘岭“坚守就是最好的纪念”，从北大荒
建起一大批机械化国营农场群到红旗渠建成举世
闻名的“人间天河”水利工程，从改变“一穷二白”、
研制“两弹一星”、铸造“大国重器”到消灭“绝对贫
困”、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新征程上，无论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以
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
力，不畏艰险、敢于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
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真
正让“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
激励前行的一种意志、一种品质。

赤子其人，寸心如丹。百年回首，从“用生命
守护信仰，对人民大忠大义”的毛岸英，到“时代楷
模”张富清，从光荣续写“对党的赤胆忠心，与人民
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到生动诠释“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抗疫群体……始终坚定“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鲜明的政治
品格。面对绞刑架，李大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
一次演说，“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
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站在洛杉矶港口，钱学森回
答记者，“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
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新征
程上，我们要以对党忠诚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精神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践行党的宗旨，站稳
人民立场，真正让“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
党精神成为激励前行的一种本色、一种情怀。

（作者单位：内蒙古北宸智库研究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核心提示】

●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奋斗之中，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精气神

●红色血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所

涌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和创造形成的精神财富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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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宝林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
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认真贯彻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总要求，紧紧围绕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的总目标，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凝聚发展动力，走好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

感悟思想伟力，指导实践工
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高
度重视、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两次考察内蒙古、连续四年
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就内蒙古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和
推动自治区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建党百年之际、“十四五”
新征程起航之时，我们要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坚持不懈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把筑牢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摆在首要位
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构建绿色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
系作为主要抓手，扬长避短、培优
增效，在调结构、转动能、提质量
上持续取得新突破，切实建设好

“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
桥头堡”。

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发展主
动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
而制。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
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
我们方能更好前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国际国内大环
境的支持引导。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们应紧扣时代发展
脉搏，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加快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积极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
堡。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肩负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的历史重任，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不仅是世界共识，也是内蒙古
经济社会发展应坚持的总方针、
总路线。我们要大力加强生态环
境治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加强党性修养，践行初心使
命。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
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
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既要解决
思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实际工
作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
为民排忧解难中自觉践行初心使
命，切实把学党史、悟思想的成效
转化为办实事、开新局的实践成
果，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
小问题、老问题、难问题。各级党
员干部要深化认识，加强党性修
养，深入开展问计于民、问需于
民、问政于民“三问”活动，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了解群众需求，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小事办实、
实事办好、难事办成，于寻常处见
功力，于细微处见真章。

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
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今后一个
时期，我们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
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从我区实
际出发，着力防范化解好意识形
态、经济下行、社会、生态环境、党
的建设等方面的风险隐患。

围绕建设“两个屏障”，我们
要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牵
引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以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深化平
安内蒙古建设，切实履行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的政治责
任。

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
凝聚发展动力

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