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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惠安县出台《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家
干事创业若干措施》，加强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队伍建设。
《若干措施》从依法保障合法权
益、畅通沟通联系渠道、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加强子女就学保障、提升健康服
务保障、夯实优秀企业家队伍、培育新
生代企业家、关心关爱外来企业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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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治引领吸纳、弘扬新时代企业家
精神等十个方面，营造尊重企业家、关
心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的良好氛围，激
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精气神。
据悉，2017 年以来，惠安县纵深推
进人才“港湾计划”，集聚了一大批优
秀人才，人才总量达 13.44 万人，其中
省 、泉 州 市 级 高 层 次 人 才 近 1700 余
人。
（通讯员 庄培坤 黄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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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七 一 勋 章 ”颁 授 仪 式 上 的 讲 话
（2021 年 6 月 29 日）
习近平
同志们：
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将党
内最高荣誉授予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
献的共产党员。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七一勋章”
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
意！
一百年来，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
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
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
步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
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
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
英雄壮歌。

今天受到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
就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
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
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
品质和崇高精神。
——坚定信念，就是坚持不忘初心、
不移其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
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
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
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
奋斗。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全党同志
都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永远信党
爱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断
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饱含深

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
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
百姓造福，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
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
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
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拼搏奉献，就是把许党报国、履
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不畏艰险、敢于牺
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
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
斗争精神。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
需要知重负重。全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
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时代的业绩。
——廉洁奉公，就是保持共产党人艰
苦朴素、公而忘私的光荣传统，从不以功
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图享受，守
纪律、讲规矩，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
的道德风范。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
心。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
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
人 民 ，是 立 足 本 职 、默 默 奉 献 的 平 凡 英
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
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
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

凝聚向党红心

进一步凝心聚力、团结拼搏。市场在榕全体
干部员工、各工作部主要负责人等 200 多人
参加大会，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面对鲜红的党旗，与会新
党员入党宣誓，党员干部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表达对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如上图）。
大会表彰在市场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退休科技工作者载歌载舞庆祝建党百年

本报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6 月 28
日上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拉开序
幕。
大会缅怀党的光荣历史，讴歌党的丰功
伟绩，表彰“两优一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党课，激励市场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干部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
组织和第三批“党员先锋岗”
（名单详见 8 版
光荣榜）。4 位“两优一先”代表分别作典型发
言，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务工
作者的示范带头作用，展示了在践行初心使
命、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中担当作为、
争创一流的坚定信心和精神风貌。
随后，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机关党委书记游诚志，以《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延安整风谈起》为题，对延安整风的历史背
景、基本过程、深远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阐
述，为与会党员干部上了一场生动的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党课。
大会强调指出，市场全体党员干部要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再学习、再调研、再落
实”的活动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锤炼党
性修养，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团结统一的
内生动力，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在全方
位推进市场高质量发展超越、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中担当作
为，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最后，大会在全体党员干部高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团结就是力量》的嘹亮
歌声中结束。 （文/记者 张寅 图/张黎波）

本报讯 6 月 24 日下午，由省退休干部工作
指导中心、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共同组织退
休科技工作者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年颂’文艺演出”活动在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金秋剧场举行。
全场演出共有 13 个节目，围绕百年建党主
题，以红色历史题材为主线，在经典难忘的《唱支
山歌给党听》的优美旋律中拉开帷幕，通过演唱、
歌舞、器乐合奏、情景舞剧、配乐朗诵等多种文艺
形式，深情演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百姓幸福，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辉煌历程，深情回望中国共产党艰苦卓
绝的峥嵘岁月，表达了我省退休科技工作者传承
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
走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深情赞
美、对民族复兴的深切祝福。最后在全体齐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合唱歌声中，把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
参加此次演出活动的演职人员均为我省各条
战线的退休科技工作者，
他们退休后仍然离岗不离
党，
退休不退志，
继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挥作用。他
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演出机会，
在前期准备工作
中，
不辞辛苦，
排练、
走台一丝不苟。他们纷纷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能够参加此次演
出很有意义，
希望通过自己的演出，
歌颂祖国歌颂
党，
凝聚退休科技工作者向党红心，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退休科技工作者的批示指示精神，
老
有所为、
积极作为，
积极参与服务乡村振兴，
为社会
释放更多的正能量，
为建设新福建再立新功。
省政协副主席薛卫民出席，省直有关部门领
导和退休干部 300 多人观看了演出。
（通讯员 周黎明）

歌颂百年党史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隆重集会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
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同志们！
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
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
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发扬成
绩，争取更大光荣。各级党组织要从工作
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功勋党员，大力宣传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
德，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
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
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不懈
奋斗，永远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
勇前进！

流动人才党员集会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本报讯 6 月 27 日上午，中国海峡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3 楼会议室，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党委在这里隆
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
“七一”表彰大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机关党委书记游
诚志，市场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流动人
才党委书记叶金山，市场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流动人
才党委副书记刘燕贞等出席大会，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党委委员、先进
集体和个人、党建指导员、部分在榕流
动党员代表等共 200 余人参加大会。
大会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全体党员肃然立正，高举右手，面对鲜红
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党的忠诚
与热爱。
为迎接建党百年华诞，今年党中央
首次向党龄达到 50 周年、一贯表现良好

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经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党委研究
决定，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大会向流动
党员第 22 支部江东华、流动党员第 25 支
部林炳南、流动党员第 32 支部黄方顺等
3 位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并致以诚挚的
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如右图）。
接过光荣的纪念章，
3 名老党员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深切感受到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78 岁的老党员林炳南，1966 年 7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他在我省电
子行业领域兢兢业业工作。
“我们的党光
荣而伟大，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的内心感到无比
骄傲和自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
美好的生活和强大的中国。”回首百年峥
嵘岁月，林炳南唱起颂歌献给党，同时勉
励年轻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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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永葆奋斗本色。
74 岁的江东华有着 55 年的党龄，曾
从事金融工作的他，至今仍然关心关注
国家经济发展。
“ 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
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老党员的肯定。作为
一名老党员，我要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
不褪色，为党的事业发展继续发光发热，
用实际行动引导身边群众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双手捧着纪念章的江东华
真情说道。
随后，叶金山书记以《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史及其成功经验》为题上了一堂
生动的专题党课。他从中国共产党浴血
奋战、艰难探索、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回
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与重大事件，对
党的百年奋斗史及其成功经验进行详细
阐述。他勉励全体流动党员要更加坚定
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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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努力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征程中去。
大会表彰了 39 名优秀共产党员、31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21 个先进基层党

组织（名单详见 8 版光荣榜）。
大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歌声中顺利结束。
（文/记者 张寅 图/张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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