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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正心
树立正确党史观

如何学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
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动员大会
上首次公开强调“树立正确党史
观”。

“百年党史内容丰富、资料繁
多。树立正确党史观，揭示了科
学、准确认识和学习党史的前提和
基础。”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
研部副主任韦磊颇受触动。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
长刘秀华认为：“党史学习教育正
当其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作为一名纪念馆工作人员，刘
秀华表示，应不断提升研究水平，
挖掘丰富史料，让革命历史、英雄
事迹融入社会生活，在潜移默化中
传播弘扬正确的党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
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要

全身心投入，做到学有所思、学有
所悟、学有所得’，为基层加强党史
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指明方向。”
山东省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杨涛说。

学以致用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话铿锵有力。

“我来自革命老区，学习党史，
我们首先从党在西柏坡的光辉革命
历史学起，接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
’路。”西柏坡镇党委书记陈东亮心
中有了明确的航标，“西柏坡镇已整
体脱贫，接下来，将打造红色旅游特
色小镇，开发研学旅游、休闲旅游等
多元旅游产品，为全镇实现乡村振
兴再蹚一条新路子。”

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说，党建

引领、居民自治，加快城市老旧社
区改造，就是近年来我们党为老百
姓办的一件实事。

社区变迁背后有红色基因的
传承，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
程家群坚信：“学习党史，就是要继
承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不忘初
心，把学党史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
起来，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学以创新
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
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不断增强针对性和
实效性。

在第一时间认真研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后，福建省福州市委
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余新赦感到干
劲十足。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提出的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要求，组织全市各级
各类业余讲师深入基层，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人心。”余新赦说。

进入 2021年，上海电影集团
正全力推进《1921》《望道》两部红
色主题电影的摄制工作。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
别是影视作品’的要求，我们将以
现代视角诠释这段厚重的历史，向
信仰致敬。”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健儿阐释了对党史题
材文艺创作的新认识。

王健儿表示，“十四五”期间，
上影将提升党史题材影视作品的
原创力，推出“新人新作计划”，吸
引、激励更多青年创作力量来开发
党史题材这片沃土，用当代青年的
话语，解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
系。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
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
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
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
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
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
活、绿色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
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
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
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
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年，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
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
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
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
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
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
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
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
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部署
了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要推
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
展，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壮
大绿色环保产业，提升产业园区和
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构建绿色供
应链。二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流通体系。要积极调整运输
结构，加强物流运输组织管理，推
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加强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建立绿色贸易体系。
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
费体系。要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倡
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推进塑料污

染全链条治理。四是加快基础设
施绿色升级。要推动能源体系绿
色低碳转型，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
强度双控制度，推进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升级，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五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要鼓励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六是
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强化法
律法规支撑，健全绿色收费价格机
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大力发展
绿色金融，完善绿色标准、绿色认
证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培育绿色
交易市场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思想到位、措施到位、行
动到位，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
强督促落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
务。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潭分行

机构编码：B0013L235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1492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3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5#楼一层东侧区域（01金融保险室）及二十一层中部区域（07室、08室、09

室）

邮政编码：350400

电话：0591-2315235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2月07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从党史中汲取持续深厚的奋斗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明方向、提振干劲
■记者 黄玥曹典 徐壮 鲁畅
赵洪南 闫祥岭陈国洲 闫起磊
顾小立 陈弘毅翟濯 许晓青

“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

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

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

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

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20日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

出动员和部署，为全党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行

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一百周年。 ↑游客在江西省瑞金市的“红军村”华屋村参观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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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
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
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为我们开展好
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
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
慧、砥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
列要求。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
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
生动的教科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
泣的篇章，要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
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
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
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
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一百年的接续奋斗中，党
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
了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
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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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
深刻认识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
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
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历史
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的学习教育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创新理论，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守正创新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开辟
新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
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
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
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通过在全党集
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更好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
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更好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更好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更
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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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李
国利 邓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执行中国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
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
研制工作，于 2月 22日安全运抵
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
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和核心舱
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
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
良好，工程各大系统正在有序开
展各项任务准备。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运抵文昌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国
家体育总局22日在其官网公布，国
家体育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足球
场地对外开放和运营管理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到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
放，初步形成制度完备、权责明确、
主体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场

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社会足球场

保障使用功能确保开放时间。鼓
励各地依托已建社会足球场地，因
场办赛，广泛开展足球赛事活动，
强调社会足球场地优先保证用于
开展足球活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
人擅自改变政府投资和享受政府
补助的社会足球场地的功能。

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 刘羊旸）记者22日从中国海油
获悉，我国渤海再获大型油气发现
——渤中 13-2油气田，探明地质
储量亿吨级油气当量，进一步夯实
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储量基础，对
海上油气田稳产上产、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渤中13-2油气田位于渤海中
部海域。近年来，我国渤海获得
了大型凝析气田渤中 19-6、亿吨

级油田垦利 6-1等一系列重大油
气发现。

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渤中13-2发现的主体区属于
太古界潜山构造，勘探难度大。
围绕太古界潜山有没有优质储层
和能不能形成油气藏两大难题，
中国海油勘探人员通过地质认识
创新，提出新的成藏模式认识，成
功发现了大型轻质、优质油藏
——渤中13-2油气田。

我国渤海再获亿吨级油气发现

新华社马尼拉2月22日电菲
律宾气象局 22日表示，今年第 1
号台风“杜鹃”当天登陆菲律宾，
给该国多地带来大风和降雨，目
前已有5万多人受灾。

受“杜鹃”影响，菲律宾国内
从 19日起至今已有 40多个航班
被迫取消，部分地区航运暂停。
菲律宾国内目前尚无因“杜鹃”造
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台风“杜鹃”登陆菲律宾 超5万人受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