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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走好新的
“赶考”之路
在建设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更大担当
——访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王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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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
建瓴、视野宏阔，精辟深刻、震撼人心，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具
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
灵感召力，是直击灵魂、气势恢宏的政
治党课，是高举旗帜、自信昂扬的政治
宣言，是矢志复兴、接续奋斗的政治动
员。”7月 1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
浩特市委书记王莉霞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说。
当谈到怎样进一步理解总书记重
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和如何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时，王莉霞表示，
一要始终坚守必胜之心，从百年大党的
恢弘史诗中激发奋进第二个百年新征
程的强大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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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全过程、多
层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历程。一百年来，我们党以科学理论
开辟中国道路，彻底扫清“近代中国向
何处去”的迷茫，前所未有地破解了民
族复兴的“世纪难题”；以坚定信仰熔铸
中国精神，彻底改变中国人“精神上被
动”的困境，前所未有地铸造了民族复
兴的精神大厦；以独特优势凝聚中国力
量，彻底改变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的乱
象，前所未有地汇成了民族复兴的磅礴
合力，带领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中国被开
除“球籍”的危险；带领中国人民解决困
扰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迎来了从温
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带领新
中国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引领时

代。在建党 100周年的特殊时刻，总书
是党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开展
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了中华民族
的伟大斗争，都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就是江山”的真实写照，都是中国共产
程。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对马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
民的生动诠释。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
守一心为民的情怀，常思利民之计，常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认清我国发展
想富民之策，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前进道路上的机
福感、安全感；必须站稳依靠人民的立
遇挑战、认清肩负的历史使命，以万丈
场，始终牢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豪情和凌云壮志启航新征程、谱写新篇
真正的英雄，认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章，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无愧
路线，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磅礴
新时代的历史功绩。
力量；必须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用心
二要始终坚守忠诚之心，从百年大
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为民造
党的历史经验中激发“铁心跟党走、九
福的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我将无
死而不悔”的坚定决心。百年党史证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明，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我们
四要始终坚守进取之心，从百年大
党能够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
党的精神谱系中激发弘扬伟大建党精
关键所在。百年来，党和人民的事业造
神的不变恒心。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
就和选择了一代又一代坚强领导核心， 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强调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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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胜利。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更加自觉
地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更加自觉地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
本政治规矩，更加自觉地做习近平新时
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一伟大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
精神，凝结着百年奋斗的伟大品格，砥
者和忠实实践者。
砺着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昭示着百年
三要始终坚守赤子之心，从百年大
奋斗的未有穷期，我们弘扬伟大建党精
党的一贯立场中激发“全心全意为人民
神，必须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谋利益”的最大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深
坚持把对党忠诚、为党尽职作为根本政
治担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
刻指出，
“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 ，打 江 山 、守 江 山 ，守 的 是 人 民 的
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坚持敢于斗
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争、善于斗争，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
奋斗史的一条红线。百年历史进程都
挺身而出；坚持干事创业、拼搏奉献，树

牢正确政绩观，绝不脱离实际硬干，更
不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切
实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努力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
民建功立业。
五要始终坚守赶考之心，从百年大
党的光明前景中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雄心。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
总结出“九个必须”的历史经验，这既是
我们党历经百年依然风华正茂的基因
密码，更是指引全党奋进新征程的科学
行动指南。从内蒙古来讲，总书记为我
们量身定制的战略定位、行动纲领是我
们的神圣使命、工作宝典。新征程上，
我们将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伟大号
召，认真对标“九个必须”重要要求，把
筑牢“两个屏障”、建设“两个基地”
“一
个桥头堡”、走好“一条新路子”作为根
本行动遵循，每一项工作都以总书记重
要嘱托为基点，每一项举措都以总书记
重 要 论 述 为 依 据 、每 一 项 成 效 都 以
总 书 记重要要求为标准，切实把“两个
维护”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方方面面；
我们将自觉把工作放到“国之大者”中
去定位、放到“两个大局”中去谋划，在
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下，按照“走在前、
作表率”要求，全力营造更加优良的政
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
态，团结一致向前看、撸起袖子加油干，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攻坚克难、苦干实
干，努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党和人
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多伦县公安局
走进敬老院送温暖

多伦县公安局交管大队
提升业务办理时效

近日，多伦县公安局妇女委员会开
展帮扶敬老院孤寡老人活动，了解老人
的衣食起居和健康状况，并为他们整理
床铺，将敬老院里里外外打扫一遍，为
老人们营造卫生整洁的生活环境。并
确立了一名孤寡老人为定点帮扶对象，
今后老人生活的困难直接联系内蒙古
多伦县公安局妇女委员。
田亮 刘洋

多伦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规范设置
了查验标识、查验通道、查验车辆停放
区，优化了查验流程，并严格查验过程
全程监控，规范查验员的执法行为。在
业务办理过程中,机动车通道式查验场
地启用后，解决了因车辆多，秩序混乱，
群众集中反映的办理时间等待过长的
问题。
田亮 李冉

答疑等方式向牧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知
识，倡导群众积极参加“美丽乡村行”活
动，
让群众知法、
懂法、
用法。
白鼎文

简讯

多伦县公安局
“为民服务解难题”
近日，蔡木山派出所了解到，老北
沟村三组居民任某某往刘某某家大门
对面路边晾晒牛粪并倒灰土，双方矛盾
已深，事情虽小，但隐患极大。民警结
合案例，给双方讲解邻里纠纷的危害
性，双方终于解开怨结，任某某主动将
牛粪及灰土清理干净，邻里相处更加和
睦。
田亮 刘洋

多伦县公安局
携手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近日，多伦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热心
群众电话称：在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一只
受伤的大鸟，可能是国家保护动物。民
警立即赶往现场，经确认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秃鹫，并第一时间将受伤的秃鹫
送到野生动物保护站救治。多伦县森
林公安局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关注和参
与保护野生动物工作。
田亮 李冉

多伦县公安局解群众燃眉之急
近日，多伦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
群众反映称：因其公司无监督报废车解
体的中级查验员，阻碍机动车报废监督
拆解工作。公安局及大队领导商议之
后，特抽调一名中级查验员民警，驻站
工作，监督报废车解体，完成报废车辆
等相关工作事宜。
田亮 李冉

桥西派出所组织民辅警观看
《警钟长鸣》
近日，多伦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党
支部组织桥西、西干沟、滦源镇、大北沟
派出所全体民辅警观看《警钟长鸣》警
示教育片，全体民警深刻感受到了公安
机关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
重大意义。
田亮 李冉

阿旗公安交管大队
开展“美丽乡村行”宣传活动
近日，
阿巴嘎旗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
“美丽乡村行”
主题安全宣传活动，
广泛宣
传
“一盔一带”
“重点违法行为整治”
等交
通安全知识，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面对面

风雨无阻站好“护学岗”

7月 2日早 7时许，正是学生上学
的高峰时间，一场暴雨突如其来。为切
实维护好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阿巴
嘎旗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提前启动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强化雨天“护学岗”。
根据辖区实际，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实
施定人、定时、定岗、定责的勤务机制，
为师生撑起
“平安伞”。
李伟光

阿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党支部
获荣誉称号

阿巴嘎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党支部
获“全区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荣
誉称号。近年来，刑警大队党支部突出
政治建警，以教育整顿为抓手，突出关
键少数，加强思想教育为动力，突出党
员活力。获此荣誉，是对刑警大队党支
部的充分肯定，为刑警大队党支部日后
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吴蒙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