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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 “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令我省广大干
部群众深受鼓舞。“党的百年历史告诉
我们，团结是力量之源，团结是成功之
基，团结是一切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所在。”大家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我们
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凝聚更加磅礴的力量，朝
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众志成城、团结奋进，不断创
造新的历史伟业。

“党的历史是团结奋斗的历史，党
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78
年前，《团结就是力量》从平山县北庄
村唱响，传遍了神州大地，鼓舞了亿万
人民。这首产生于火热斗争中的革命
歌曲，见证着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
心，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
程。”平山县委书记张前锋表示，要认
真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两
个务必”，发扬“赶考”精神，按照“严、
细、深、实、快”的工作要求，全力在县
城建设、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
兴、基层组织建设五个方面取得实质
性突破，在新征程上把团结就是力量
的恢宏旋律一直传唱下去。

“落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形成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考验着我们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畅通民意表达渠
道，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在办实事中
推动社会和谐、干群关系和谐，凝聚干
事创业的合力。”廊坊市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岳林山说，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该市细化完善“群众说事、干部解题”
工作机制，让百姓有地方说事，让干部
下功夫解题，推动为民办实事常态化
长效化。今后，他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完善制
度，用制度保障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
众诉求，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
化水平，凝聚人民群众奋进新时代的
智慧和力量。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7 月 1
日，河北省职工“四史”宣传教育成
果展演在石家庄举办。省总工会宣
教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田恒海介绍，
为团结引领广大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今年 3 月份以来，省
总工会在全省职工群众中开展了永远跟党走——河北省职工

“四史”宣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
力量。我省各级工会组织将时刻牢记职责使命，团结动员广大职
工当好主力军、奋进新时代；同时，完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引导
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这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承德
市政协政务服务和信息化科科长甘明峰介绍说，（下转第二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周洁）
7月 4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
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学习省级领导干部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读书班精神。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范照兵主持并讲
话，党组副书记焦彦龙、王晓
东，党组成员邢国辉、聂瑞平、
周仲明、王会勇、曹汝涛出席，

副主任张妹芝书面发言。
与会同志认真交流学习体

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带
头示范，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按
照王东峰书记“十个始终坚持”
和“四问”要求，学深悟透，注重
实效，（下转第二版）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
饱、饿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

别人牵着鼻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

何权利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
察，他常常揭开贫困户家的锅盖，了解
老乡吃什么；一次次调研，他深入田间
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对于浪
费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视，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
心里有着特殊的重量。

50 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
他亲眼目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百姓常
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
春耕时，家家户户把仅有的粮食留给种
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
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

什么样的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么？”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看望参加政协
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回
忆起当年艰苦的知青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
个目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
吃糠咽菜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高
粱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目标，当
时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吃细
粮，还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
的质朴心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
闲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
都带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
得知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难，
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
斤粮食，坚决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起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姓

吃的是更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米团
子和老乡换，这让一起劳动的老乡非常
感动。后来，当发现老乡并没吃玉米团
子，而把“真粮食”留给壮劳力和孩子，
他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穷

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 7000 多万
斤。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
粮，只好到其他县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心
要让人民喘一口气——老百姓都吃不
饱了，还不敢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和县
委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
写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
了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
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
近平话语平和，却掷地有声。

对粮食不能犯健忘症

2020年7月22日下午，松辽平原腹
地，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
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
心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玉
米地一望无边、绿浪滚滚。

这次来吉林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第
一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头
等大事——粮食生产。

“前年在黑龙江建三江看了水稻，
这次我来看看玉米。”玉米地头，习近平
谈及此行初衷，“今年夏粮丰收大局已
定，关键就看秋粮了。今年灾害不少，我
很关心东北这里的农作物长势。”

看着眼前的玉米长势，听了情况汇

报，习近平强调：“粮食是基础啊！要加强
病虫害防治，争取秋粮有好收成，为全年
粮食丰收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粮食
市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越是面对风险
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
重要副食品安全。

对于特殊之年的粮食生产，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特殊举措重农抓
粮。2月23日，他在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
要求时，对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作出部署。

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各地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生产的重
要指示，抓早抓实各项举措，大国粮仓
迎来了历史性的“十七连丰”。

粮食问题是不是可以无忧了？
“总体看，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

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什么时
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
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
供得上。他进一步指出，“现在讲粮食安
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树立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着力走质量兴农之路。从
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的一些细节可
见一斑：

（下转第五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
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学深悟透 结合实际 注重实效
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力量开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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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党组赴阜平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专题读书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

省直各单位迅速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深学笃行，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和赶考路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见第五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河北日报讯 连日来，省直各单位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这是百年
大党的宣言书，是新征程的动员令，一
定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重大意义和核

心要义，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党的宗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和赶考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作出贡献。

学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
要求，让省科技厅副厅长郭玉明倍感振
奋。他表示，党的领导是我国科技事业蓬
勃发展的坚强政治保证，对河北而言，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聚焦优势领
域和地方特色，不断打造长板、补齐短
板。下一步，省科技厅要以科技创新催生
新发展动能为主线，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主攻目标，大
力实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等五大行动，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北京冬奥会筹办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激励我们不断前
进，要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省委省直工委常务副书记
杨慧表示，省直工委将按照省委要求，
全力抓好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学习，把
学习讲话精神同加强机关党建、推动工
作结合起来，创模范机关、争一流业绩，
以学习的高质量引领省直机关党的建
设和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学讲话精神，笃行初心使命。7月
1 日上午，省司法厅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现场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一
定要将“百年辉煌”的自豪感化为“中国
有我”的使命感，（下转第五版）

编者按 连日来，我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精心安排部署，周密组
织实施，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即日起，本报推出“牢记初心使
命 争取更大光荣”专栏，多层次、多

角度报道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
习贯彻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展
示广大干部群众永远信党爱党为党、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的生动实践，激
励全省上下坚定不移走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
敬请关注。

河北日报讯（记者庞超）7月4日，省
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许勤带领省政府党
组和班子成员赴阜平县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议暨专题读书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
扬党的光荣传统，传承党的宝贵经验，

坚定不移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的赶考路。

阜平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我党
我军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
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毛泽
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都曾在阜平战斗生活过。2012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离京
赴农村视察第一站就来到阜平看真贫、

访真贫，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新时代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许勤一行首先来
到城南庄镇花山村，瞻仰毛泽东同志居
住旧址，感悟毛泽东同志的卓越功勋和
崇高风范；到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抗
战雕像群前鞠躬行礼致敬，参观晋察冀
军区司令部旧址，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
伟绩。许勤说，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
打下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

倍加珍惜，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随后，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专题读书班，
通过个人自学、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许勤强调，省政府党组和班子成员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
中办通知要求和省委部署，把学习贯彻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核心内容，精心安排部署，周
密组织实施，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刻领会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
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要带头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在学懂上下功夫，做到深钻细研、
学深悟透；在弄通上下功夫，做到系统
全面、融会贯通；（下转第二版）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在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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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
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里
的悠悠吟唱，穿越千年风雨，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成了现实；中国共
产党人的接续奋斗，历经百年沧桑，把
全面小康的里程碑树立在复兴之路上。

对中国人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既是国家发展巨变的雄壮交响，也是
人民笑颜绽放的鲜活故事。它书写在消
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里，书写在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书写在
不断增多的蓝天、不断延伸的绿道、不断
改善的居住环境里，书写在让人民生活

“一年更比一年好”的不变追求里……
（下转第三版）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

继往开来的世纪伟业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今日导读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