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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社会组织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近期，多家社会组织党组织纷纷召开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期，《公益时报》专题推出“社会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2021 年 11 月 8 日， 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扶
贫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及时了解
大会盛况，并认真传达学习会议
精神。

集中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

11月 12日上午，中国扶贫基
金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
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新闻发布会实
况转播，进一步学习全会精神。发
布会后， 基金会党支部研究部署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中国扶贫基
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参加部署会并
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和公
报，深入研究，用全会精神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在员工大会上传达
新闻发布会有关情况， 要求全体
员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关于共同富裕、 一带一路的有

关内容。
深入学习领会 “十个坚持 ”

的历史经验和 “两个确立 ”的重
大意义

11 月 18 日上午，中国扶贫
基金会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国家乡
村振兴局党员干部大会精神，
组织学习《关于〈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 的说明》《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等全会重
要文件。

经过认真学习，全体党员对
党的百年历程的伟大成就有了
更加深入的认识，一致认为，《决
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对我们党总
结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
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
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

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
命的历史经验， 必须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

经过认真学习，全体党员职
工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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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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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认真学习，基金会全
体员工更加明确必须坚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
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
大梦想。

以更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召开

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民政部的正确领导和指导
下，中国扶贫基金会党支部将扎
实推进社会力量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工作，用更加优异的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
以来， 作为首都社会组织党组
织，北京市文化教育领域基金会
第一联合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党
委班子全程观看大会盛况，全文
学习全会报告， 梳理知识点，认
真部署全体成员学习工作。2021
年 12 月 1 日， 联合党委结合目
前防疫形势，邀请到北京市西城
区委党校教授周善红教授线上
进行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专题学习会议。 各党支部、基
金会共计 40 余人出席会议。

培训会上，周善红以“以史为
鉴、 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
指南”为主题，深刻阐述了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围绕全会内容、意义和
启示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她表
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论， 坚持正确党史观和大
历史观， 分四个阶段总结了党的
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从五个方
面概括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
义， 从十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
奋斗的历史经验， 是一篇光辉的
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也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生动诠释和表
达。 同志们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的实质性内涵， 以高
度的思想自觉不断深化学思践
悟。 要学好“历史”单元，搞清楚百
年党史的唯物史观逻辑； 要学好
“信仰”单元，在领悟“两个确立”
中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好

“理论”单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要学好“发展”单元，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
定目标。

联合党委专职副书记林立在
主持时强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是联合党委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贯穿到党史学习
教育各方面， 深化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进一步树立正确党史观，从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各党支部要
切实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中感悟奋斗的力量，聚
焦基金会本职工作，持续打造“聚
力添薪”党建品牌，共同将社会组
织党组织的职能作用体现出来。

联合党委书记、北京慈弘慈
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同志在参
加会议时要求，要牢牢把握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新目标新要
求，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奋
力开创新时代基金会类社会组
织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一是充分领悟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跟紧时代步伐，总结
党委及所属基金会历史问题，形
成清单并及时整改。 在不断反思
中砥砺前行，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
初心使命， 在感悟整理力量中坚
定理想信念。 更好促进基金会业
务发展， 为加强北京市社会组织
建设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撑。

二是抓好党建引领这个根
本，助推基金会类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党委在
构建基金会新发展格局中的引
导带动作用，加强各基金会在乡
村振兴、北京发展等领域的力量
发挥作用，助推基金会事业高质
量发展。

三是要以实干实效推动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地生
根。 坚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将党史学习教育进
一步引向深入，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做好工作、 开创新局的动力，
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助力
北京发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成效。

根据全国社保基金会党组关
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安排部署，11 月 23
日下午， 社保基金会召开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动员会暨辅导报告会。理事长、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刘伟同
志，副理事长陈文辉、王文灵同志
出席会议，副理事长、机关党委书
记武建力同志代表党组对理事会
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了
动员部署，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 研究室一级巡视员王文
同志作辅导解读。

会议强调，理事会各级党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领会精神实质， 把握核心要义，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任务，把深
入理解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作
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内
容，把深刻领会新时代历史性成
就和历史性变革作为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的突出重点，把深刻领
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作
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要
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用
全会精神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坚定信心，增强斗志。

会议要求，要树立优良学风，
注重联系实际，突出问题导向、实
践导向， 以实践成效检验学习效
果。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同
深刻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和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起来， 同落
实“十四五”时期社保基金事业发
展各项任务结合起来， 同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 增强党组织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结合起来。 党组中
心组要坚持发挥领学示范作用，
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各支部
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亲自抓、带头学，各支
部要迅速传达全会精神， 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加强学习研讨， 群团
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 组织各有
特色的学习教育活动。 统筹做好
年底工作收官， 研究谋划好明年
工作， 紧密联系社保基金事业鲜
明政治属性和确保基金安全、保
值增值的主体责任， 不断开创社
保基金会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事
业发展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王文同志以《壮阔百
年史 辉煌新时代》为题，对《决
议》精神作辅导解读。 他从深刻
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伟大成就
和历史地位、深刻认识“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的飞跃、深刻认识“十个坚持”
的宝贵历史经验五个方面，结合
丰富的历史素材，采用鲜活的事
例和鲜明对比分析，对全会《决
议》进行了深入细致解读。 重点
阐释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作为党史的一个重要历史
分期，进一步凸显新时代的历史
地位，加深了大家对于新时代的
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增
强为新时代奋斗的光荣感使命
感， 从而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
命，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礡力
量。 大家普遍反映，要从党的百
年奋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全
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
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推动社保
基金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
社保基金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大局中的独特作用。

理事会各支部负责同志、部
分党员干部在主会场参会，其他
党员干部在线参加会议。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北京市文化教育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党委
组织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议

全国社保基金会召开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动员会暨
辅导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