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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05专题

2021年11 月中下旬，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党支部结
合月内两次双周理论学习安排， 通过开展

集中领学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研读原文和广泛涉猎辅导材料相结
合，交流研讨和撰写学习体会相结合等方式，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专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党支部
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本报记者 皮磊

一 、学习全会公报 ，深入理
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
要历史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会议

2021 年 11 月 16、17 日，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党支部开展 11
月第一次双周学习，各党小组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孙硕鹏
同志以及党支部委员均参加了
所在党小组的学习研讨。

与会人员一致认同， 在建
党百年之际， 党中央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 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奋斗历
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是郑
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体现
了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
的高度政治自觉， 体现了党牢
记初心使命、 继往开来的自信
和担当。 我们要响应号召，坚持

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从党
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
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
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从而
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践行初
心使命， 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家普遍认为， 党确立习
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
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地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 对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
有决定性意义。

二 、反复学习 《决议 》内容 ，
深刻领会其作为纲领性文件和
行动指南深远的历史意义

《决议》 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的纲领性文献， 是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行动指南。用“十个明确”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
括， 还从 13 个方面分领域总结
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成就， 并重点概括了其中的原
创性的理念和思想，以“十个坚
持” 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宝贵
历史经验。 通篇融汇了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所进行的奋斗、 牺牲和
创造，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
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

为更好学习、深刻领会《决
议》内容，基金会党支部于 11 月
22 日召开党小组组长会，讨论有
效开展学习的方式方法。 11 月
22 日-24 日，各党小组开展了第
二次双周学习，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决议》及《说明》内
容。 一是通过集中读书和个人自
学相结合方式完成《决议》及《说
明》原文学习，要求做到深学细
悟。 二是结合学习情况及工作实
际开展集中研讨，党员干部分享
学习收获及体会。 三是结合学习
情况，撰写提交学习心得。 四是
各党小组长要提前学习中共中
央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的新闻发布会视频及会议实
录，中国文明网、求是网发布的
各种对于全会精神和《决议》内
容的权威解读等材料，切实提升
领学、导学效果。 五是发放《决
议》辅导读本和学习辅导百问等
学习资料，要求反复学，持续学，
深入学。 六是不断强调学习和教
育意义，要通过学习《决议》，进

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要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
的智慧和力量。 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干部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
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增强我们
继续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深刻认
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增强全党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确保我们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党支部
提出，要将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及《决议》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
要求进一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持续深入开展系统学习，准确领
会精神实质， 把握核心要义，坚
定不移抓好贯彻落实。 要通过学
习，进一步增长智慧、增进团结、
增加信心、增强斗志。 要与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特别是要
抓住《决议》所总结的习近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
点，进一步教育领导广大党员干
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护”。 要
聚焦基金会的主责主业，进一步
加强机关党建和队伍建设，落实
好“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内容，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在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召
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
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
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
循。 连日来，天津市社会组织积
极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认真领会全
会精神， 吸取前进智慧与力量，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社会组
织新篇章。

认真学习，领会精神。 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天津市
社会组织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广

播、手机、网络收听收看全会新
闻报道，学习全会公报，认真研
读《决议》 中用“十个明确”对
“十个坚持” 总结党的百年历史
经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展望等
重要内容和重大决策部署，深刻
认识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政治
意义、现实意义。

专题学习，统一思想。 为深
入学习、准确领悟全会精神，天
津多家社会组织专题组织学
习。 天津市福建商会会长沈木
辉在学习中表示， 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会议， 为新时代社会
组织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商会将继续
组织全体人员深入学习领悟全

会精神， 并引导全体会员把思
想和行动自觉统一到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上来， 结合商会工
作实际， 自觉服务并融入到天
津新发展格局中， 为助力津闽
两地经贸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天津市大数据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袁小梅在学习中表
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新
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协会
将持续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结合协
会各项工作实际， 引导全体会
员为助力天津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努力奋斗。

响应号召，勇担使命。 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开启新征程
的重要节点，作为已经成为天津
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重要力量的 6777 家社会组织，
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肩负起新
时代赋予的新使命，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公
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在新征
程上做出新作为。 天津市对外经
济合作协会会长周文焕表示，协
会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领悟和汲
取全会的精髓和养分，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
强大动力，坚持“携手共进，合作
共赢”理念，助力推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天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贡献
智慧和力量。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副会长张微表示， 党中央的号
召，就是我们前进的号令，协会
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做好
会员企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主
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
设，努力提升协会组织能力与服
务能力，为建设美丽天津贡献力
量。 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
书长孙常金表示，基金会今后工
作要以《决议》精神为统领，扎实
做好关爱残疾人服务工作，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作为，多为
生活困难残疾人解难题、 办实
事，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残疾人
服务的办会宗旨。

（据中国网）

天津社会组织积极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