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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山东围绕九大方面庆祝建党百年
活动着重突出政治性、把握时代性、体现群众性

大众日报记者 张春晓

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的重要内
容。我省按照“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目
标要求，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的
学习贯彻，不断巩固深化“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用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
善民生，为群众办实事；进一步
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山东贡献。

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山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包
括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广泛开
展专题宣讲，深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研究和阐释等。

“其中有三项比较重要，我
们正在精心准备。”刘强说，一
是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座谈
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会上将对山
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优
秀党务工作者、山东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二是举办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专题读
书班，对省级党员领导干部和
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
培训。三是省委将召开十一届
十三次全会，研究贯彻落实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措施。

省相关部门召开理论研讨
会。6月22日上午，省委宣传部
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山
东行政学院）、省委党史研究院

（省地方史志研究院），举办了
“百年奋斗与山东实践”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
讨会。省委统战部将商各民主
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和省
工商联，召开山东各界人士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
谈会。

为60多万老党员
颁发“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

前期，中央有关方面通过
媒体对“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
选、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
象进行了公示。我省将配合做
好“七一勋章”和全国“两优一
先”推荐评选表彰。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我省有23名党员、18名党务工
作者、30个基层党组织被确定
为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
象，入选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大型主题展览，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展示成
果、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根据
安排，6月27日上午，在山东博
物 馆 举 办“ 让 党 旗 永 远 飘

扬——— 山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在充
分展示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基础
上，展示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党
中央领导下的践行初心使命、
不懈奋进开拓、加强自身建设
和政治锻造的伟大历程。6月29
日上午，省领导同志将参观中
共山东早期历史纪念馆。两个
展览将对公众开放。

我省还将组织颁发纪念章
和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按照党
中央统一部署，组织向健在的
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
党员组织关系在山东的60多万
老党员、老前辈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七一”前夕，对
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
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
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
员干部家属，组织开展走访慰
问活动。

举办“山东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文艺演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6月27日
晚，在济南省会大剧院举办“百
年奋进铸辉煌——— 山东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
演出”，邀请省级领导同志，省
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老党员、老干部代表，获得功勋
荣誉表彰的代表，基层党员和
各界群众代表等观看。

每逢大事喜事，我省都集
中力量创排文艺作品。庆祝建
党百年，我省创作推出一批文
艺作品和出版物。包括创作推
出电视剧《经山历海》《温暖的
味道》等一批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具有较高思想艺
术水平的文学、戏剧、音乐、影
视、摄影、美术书法等优秀文艺
作品，并组织好展演展映展播
展览。推出一批重点党史著作
和理论文章。编写推出《写给青
少年的党史》等一批重点出版
物。推出《光耀齐鲁——— 100个
山东优秀共产党人的故事》等
系列融媒体产品。

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
组织“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
扬——— 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举办

“红动齐鲁·我心向党”红色故
事讲解大赛，广泛开展入党宣
誓、讲党课和优秀党课展播、学
习宣传先进模范等各类主题突
出、生动活泼的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山东将认真贯彻
中央有关要求，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热在基层、
热在群众，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确保
隆重热烈、务实节俭、安全有
序。

隆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大事。组织好我省庆祝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月22日，
省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
点活动安排等情况。

我省庆祝活动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着重突出政
治性、把握时代性、体现群众性。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新闻发言
人刘强表示，庆祝活动主要包括九方面重点内容：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
相关部门召开理论研讨会、配合做好“七一勋章”和全国“两优一
先”推荐评选表彰、举办主题展览、举办文艺演出、创作推出一批文
艺作品和出版物、组织颁发纪念章和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开展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杨璐

按照党中央统一安排，各
地正在开展“党旗在基层一线
高高飘扬”相关活动，发布会
上，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部长于富华介绍了山东
的做法和成效。

于富华介绍了四个方面
的具体工作情况：一是全面推
进党支部评星定级。今年3月
份，省委组织部印发了指导意
见，在全省推行党支部评星定
级管理，从班子建设、工作运

行、党员管理、组织生活、基础
保障、作用发挥等6个方面设置
了评定内容。二是深化党员岗
位建功和志愿服务活动。现在
全省已经有1 . 9万个党组织、
110多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
到，认领群众“微心愿”，开展承
诺践诺、志愿服务等活动。

第三是开展“我来讲党
课”活动。第四是常态化开展

“发现榜样”活动。这项活动，
山东省从2019年起率先在全
国开展，今年重点是宣传全
国、全省“两优一先”表彰的先
模人物及其典型事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杨璐

山东是最早建立党组织
的省份之一，沂蒙精神在这里
代代相传。围绕庆祝建党百
年，山东在深化党史研究、加
强党史宣传上做了哪些工作？
发布会上，省委党史研究院院
长赵国卿介绍了相关情况。

一是深挖山东独具特色
的党史资源，组织编纂3000多
万字的“中共山东百年”系列图
书，让红色历史“燃起来”，包括
百年“全史”系列、百年“文献”
系列、百年“专题”系列。

二是注重方式方法创新，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深入开展巡回主题宣讲，让红

色历史“活起来”。线下方面，
主要是针对不同受众，深入机
关、学校、社区、农村、企业、军
营等开展宣讲。线上方面，主
要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把党
史课开到网上，普及党史知
识。比如，在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融媒体平台推出了“天天学
党史·红色齐鲁”系列微视频，
阅读量已超过267万人次。省
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党校、
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档案馆、
省社科院、齐鲁晚报等单位联
合推出了“百年风华”党史直
播，目前已播出8期，受众已超
过310万人次。

三是用好山东红色资源，
依托多种平台开展群众性主题
宣传，让红色历史“火起来”。

葛相关新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杨璐 范佳

6月22日下午，中共山东
省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
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重点活动安排等情况。

党中央将在“七一”前开展
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活动，
山东在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
彰方面也进行了细致安排。

据了解，5月31日，中央组
织部公示了全国“两优一先”
拟表彰对象，我省有23名党
员、18名党务工作者、30个基
层党组织被确定为拟表彰对

象，数量居全国首位。在做好
中央表彰推荐等工作的同时，
省委决定，表彰350名山东省
优秀共产党员、200名山东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450个山东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富华表
示，这次表彰，突出政治标准，
坚持功绩导向和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注重面向基层和生产、工
作一线。经过反复酝酿、差额遴
选，省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了拟
表彰对象，正在进行公示。公示
结束后，省委将作出表彰决定，
并召开大会进行隆重表彰。

山东入选“两优一先”
拟表彰对象数量居全国首位

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深化党员岗位建功和志愿服务活动

深化党史研究 加强党史宣传
让红色历史“燃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杨璐 范佳

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磊表示，我
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丰富内
涵，充分利用文艺作品、文化阵
地、文化活动、旅游载体，着力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激发人们永远跟党
走的信心决心，以实际行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以红色主题艺术作品唱
响共产党好的主旋律。2018年

就启动了红色主题剧目创作，
今年以来，又有一批作品陆续
立上舞台。

以红色主题活动掀起庆
祝建党百年高潮。重点是在全
省组织开展“8个100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

以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传
承红色基因。在全省遴选100
处革命旧址和27处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编印了《山东省依
托革命文物资源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场所》，为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组织“党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以实际行

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

举办“红动齐鲁·我心向党”红色故事讲

解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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