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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 恢弘史诗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综述

14亿多中华儿女，共同见证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擘画的宏伟图景——
百年一瞬！从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写下由弱到强的人间史诗。
山止川行！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外交部：

希望世卫组织同国际社会一道
抵制溯源问题政治化逆流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成欣 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个别
国家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感到担
忧，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
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秘
书处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同中方及很多
国家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不符。在7月16日世卫
组织成员国通报会上，中国和不少国家已经就此阐
述了主张和看法。在此，我愿再强调几点意见。

首先，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明确要求，世卫组
织总干事继续与成员国密切合作，查找病毒的动物
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下阶段溯源工作应当
符合这一规定，由成员国主导。希望世卫组织同成
员国充分沟通协商，广泛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建
议，同时保证工作计划的起草过程公开、透明。

其次，今年1月，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和中国专
家组成的联合溯源专家组，在中国开展了为期28天
的联合研究。3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发布联合研
究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并提出了下阶段全球溯源
工作的科学建议，包括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在全球
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
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这份
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并且充分
反映在下阶段溯源工作中。日前，54个国家致函世
卫组织总干事，也都强调了这一点。

最后，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
家合作开展。“我们对当前个别国家将溯源问题政
治化的做法感到担忧，希望世卫组织秉持科学、专
业、客观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溯源研
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
化的逆流，共同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

7月19日8时1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号10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郭文彬 摄）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10组卫星

循光·人间正道是沧桑

时间回溯。1840年，鸦片战争
爆发，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分崩离
析、日暮西山。

黑暗里没有光，中国人民在困厄
中探索，跌跌撞撞80余载。

千疮百孔的古老国度呼唤历史
使命的担当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应运
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落难的民
族引向光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
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
初心使命。”

因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
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
的领导，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
景。

“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
震动。”曾被拿破仑比作“沉睡中的狮
子”的东方民族，开始重新建构宏大
历史梦想，并循光而行。

“中国近代以来，对美好社会
理想的不懈追求，集中地表现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史学
会会长李捷认为，实现民族复兴，
必须完成彻底摆脱历史厄运、赢得
中国革命胜利、大踏步赶上时代潮
流的跨越。

“为了这个目标，自近代以来
中国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前赴后
继的奋斗与探索，但真正能够实现
这个民族梦想的是中国共产党。”

李捷说。
屈辱、抗争、牺牲、奋起，血与火

的淬炼中，共产党人扛起民族觉醒的
大旗。在蒙昧中找寻方向，劈开混
沌，引领巨变。

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一次又一次
生死考验。从大革命失败的血雨
腥风到“枪杆子里出政权”，从井冈
山的星火燎原到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到经过万里长征后
于抗日烽火中再起，从走向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到解放战争，再到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占
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
站立起来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一代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战，艰苦
奋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奋进·人间万事出艰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
辟未来。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唤醒、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将人民凝聚成强大的
历史创造主体，引领人民开启新生、
创造新未来。

追梦圆梦的征程上，无论面临

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
牲和代价，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成长
壮大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
密相连。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时空变
化、斗转星移，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坚定如磐。 无论生逢何时、身处何
地，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服务人民的旗
帜、坚不可摧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珍贵的
文物、翔实的档案、生动的视频、逼真
的复原景观……诉说着红色政权的
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历史
背后是无数先驱和人民群众铸成的
血肉长城和信仰长河。”参观展览的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团委书
记项高阳表示，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
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才能攻坚克
难、一往无前。

奋斗，是贯穿百年的永恒主题。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号角争鸣，奋发
图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
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
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
结果。”

历史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能
科学把握和运用历史前进的规律，制
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政策，艰苦奋
斗、砥砺前行，牢牢掌握历史创造的
主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
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成功开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集中展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越走越宽阔。

昨天已写进史册，今天就在奋斗
者的手上，明天必定更加美好。

追梦·长风破浪会有时

“中国共产党万岁”！
十年前，共产党员周永开请36

名石匠，用錾子一锤锤地将这七个大
字錾刻在四川巴中梁大湾村的山崖
上，并手抄完成了一部《共产党宣言》
长卷。

有生之年，有一分光，发一分
热。一句“共产党人不会离退休”，周
永开拎起拐杖一头扎进四川万源花
萼山，一干就是15年，带领乡亲们护
林上万亩，推动建成了花萼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七一”前夕，29名党员代表获
得了“七一勋章”，有着76年党龄的
周永开是其中一名。“党是我一生的
追随。”他说。

礼赞，属于源自平凡的29人，也
属于9500多万名奋斗着、奉献着的
中国共产党人。

抱持坚定的信念、恒久的信仰，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当年那条
仅能容下十几个人的革命小船，已在
惊涛骇浪中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
巍巍巨轮。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
们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形
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为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坚
实基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
时代性课题。新征程上，应对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需要勇往直
前的必胜信念；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稳步前行，需要人民至上的为民情
怀；勇闯全面深化改革“深水区”，需
要乘风破浪的时代精神；破解“卡脖
子”技术难题，需要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面对乱云飞渡的国际形势，需
要坚韧从容的战略定力。

如今，电影《1921》正在热映。
出生于 2000 年的大学生朱家

莹已是预备党员，她说：“那些身
影，那么远，又那么近，他们以热血
点亮微光，用星辰照耀大海。而
今，时代翻开新篇，当代青年更当
传承先辈精神，延续百年大党的青
春密码，让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同
频共振。”

青春，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坐标
中，彰显时代责任。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任沁沁）

为了进一步加强海南省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强化住宅装饰装修、农民自建房、用电、用气等方面安全管理，提高有关企业、小区住
户、农民建房户的安全意识，遏制住宅装饰装修、农民自建房、用电、用气方面的安全事故发生，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写了住宅装饰
装修、农民自建房、用电、用气等4个方面的安全提示，并印发给我省各市县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以及洋浦经济
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要求各单位结合工作，做好宣传培训，将安全提示发给物业产权所有人及物业管理等有关企业、小区住户、农民建
房户，进一步提高有关企业、小区住户、农民建房户在住宅装饰装修、建房、用气、用电等方面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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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发布住宅装饰装修等四个安全提示

住宅装饰装修安全提示

为了保证您的住宅装修安全，请在
装修时注意以下事项：

一、装修需先向物业申报登记，签订
装修管理协议，接受物业单位监督检查。

二、装修最好委托给具备资质、信誉
良好的公司进行，并签订装修合同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工期，遵守
约定的装饰装修施工时间，减少对居民
的干扰。

四、装修尽量不要改变原设计的功
能和布局，不要破坏建筑主体承重梁、
柱、墙和拆除防火墙、防火门。

五、不要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
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随意更改排
污管道、损坏原有防水层。

六、高处作业时必须系好安全带，做
好防高处坠落的防护措施。

七、安装新的电线路，应由具有电工
证的专业人员进行。

八、装修施工用电不得超过装表容
量，不得擅自乱接、乱拉电源线。

九、装修施工现场切割或电焊等作
业时要做好防火措施，落实专人监护及
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十、确需设置防盗网的，要在防盗网
上预留逃生口。

十一、不得更改外立面，搭建遮雨棚
等，影响房屋整体外观。

十二、空调需安装在设计预留的位
置。

十三、未经燃气公司同意，不得私自
改动或包封燃气管道和配套设备设施。

十四、燃气设备、管道的安装等应由
专业公司进行，防止煤气中毒和燃气爆
炸事故发生。

十五、禁止在装修楼宇内存放易燃、
易爆、腐蚀性、放射性及有毒物质。

农民自建房安全提示

为了保证您建房时的安全，请在新
建、改建和扩建房屋时注意以下事项：

一、新建、改建和扩建农房要提出建
房申请，办理规划报建审批手续。

二、建议选择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
进行设计，或从省住建厅编印的《海南乡
村特色民居建筑施工图图集》中选择合
适的方案。

三、沿海地区的最好选择框架结构，
能较好地防风、抗震。

四、砖混结构圈梁必须沿墙贯通，不
能间断，构造柱应与圈梁连成一体，增强
房屋的抗震性能。

五、建议选择具有施工承包资质的
施工企业或经过培训的建筑工匠进行
施工。

六、选购正规厂家生产有合格证的
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不要贪图便宜买
次品。

七、建筑选址要远离地质灾害区
（塌方，滑坡，泥石流）及土质松软地点，
避免在水沟、池塘及有粪坑、墓穴的地
方建房。

八、在建房屋要与其他已建房屋保
持安全距离，远离高压电线。

九、基础要扎实稳固，建设前要勘
探，或请工程地质人员确认地基的可
靠性。

十、进入施工现场戴好安全帽并系
好下颌带；不穿高跟鞋、拖鞋及赤脚、赤
膊进入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必须系好安
全带。

十一、施工现场不得嬉戏打闹，不得
酒后作业；吸烟应远离施工现场及存放

易燃易爆物品场所。
十二、脚手板要绑扎牢固，不应堆放

过多材料，严禁在单板上作业。
十三、施工现场临边洞口要设置防

护栏杆。
十四、吊运物件的机械旋转作业半

径内不应有人员作业与穿行。
十五、电工、焊工必须持证上岗，电

气设备要“一机、一闸、一漏”。
十六、电焊作业要做好防火措施，落

实专人监护，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十七、承重结构（梁、板）底部模板不

能随意拆除，必须使混凝土达到一定强
度时方可拆模。

住宅用电安全提示

为了保证您及家人安全用电，请在
装修、安装、使用电器时注意以下事项：

一、切忌使用功率过高的用电设备，
以免电能表和低压线路不负重荷而引起
火灾。

二、电闸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保险
丝，不得使用其他金属丝替代。

三、电源线绝缘破损需要包裹时须
用绝缘胶布，不得用医用胶带、透明胶带
或塑料布等其他物品代替。

四、塑料绝缘导线严禁直接埋在墙
内，应先使用绝缘纸将导线包裹，再选用
护套线或pvc管进行保护方可埋墙；如
需在木质材料上布线必须使用瓷珠或瓷
夹子；穿越木板必须使用瓷套管。

五、不得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以免
发生触电事故。

六、严禁带电连接线路、电气设备或
修理用电设备。紧急情况需要切断带电
的电源导线时，必须用绝缘电工钳或带
绝缘手柄的刀具。

七、不要私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

动带电设备，确需移动要切断电源后进
行搬移。

八、所有的开关、刀闸、保险盒都须
有盖。胶木盖板老化、残缺不全的必须
更换，脏污受潮的必须停电擦抹干净后
方能使用。

九、正确使用电源插座，大功率用电
设备应使用单独的电源插座，同时连接
电源插座的多个用电设备功率之和不应
超过电源插座的额定功率。

十、严禁将电源引线直接插在电源
插座中使用。

十一、电源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拉
弧、打火、插头与电源插座接触不良、插
头过松或过紧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
并更换。

十二、不得采用拽电源线的方式拔
插头。

十三、用电设备通电后发现有冒火
花、冒烟或烧焦味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
停止使用并切断电源进行检查。

十四、发热电器周围必须远离易燃
物料；电炉子、取暖炉、电熨斗等发热电
器不得直接搁在木板上，以免引起火灾。

十五、电动车应放置在指定的地点
进行充电，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进行充电。

十六、电动车充电时，充电器应置于
脚踏板处，严禁用物品覆盖或放置于坐
垫上，座桶内；不要超长时间充电，以免
充电器发热燃烧。

十七、如遇用电设备引发的火灾，应
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救火，不得直接
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

十八、抢救触电人员时，首先要断开
电源或用木板、绝缘杆挑开电源线，不得
用手直接拖拉触电人员，以免连环触电。

十九、有问题请拨打物业服务企
业公示的值班等相关电话进行咨询和
求助。

燃气使用安全提示

为了保证您及家人能够安全地使用
管道燃气，请在装修、安装和使用燃气时
注意以下事项：

一、不要自行安装、拆卸、改装、迁移
燃气管道和设施，不要擅自接通燃气。
如需开通或拆、改、移动燃气管道，应向
当地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办理相关
手续。

二、不要将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
调压器密闭安装，严禁将燃气表安装在
卫生间等经常潮湿的地方。

三、严禁将进户燃气管道（无缝钢
管、镀锌管和胶管）埋墙暗敷。

四、不得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
或接地引线。

五、燃气胶管需穿灶台，应按需要预
留好引入口，不能在橱柜下面穿越。燃
气胶管严禁穿越门、窗、墙壁和吊顶。燃
气灶下方橱柜门上要设通风口，以保证
通风。

六、燃气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软管
应使用燃气专用软管，安装应牢固，软管
长度不应超过2米，设计使用年限不应
低于燃具的报废年限，并应定期更换，建
议使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七、燃气管道、燃气表、燃气阀门及
管道接口处附近不应有电源插头，与明
暗电线及电源插座、开关的水平间距应
大于15厘米。燃气具与燃气设施的水
平净距离不能低于30厘米。

八、燃气使用场所应通风良好，燃气
热水器排烟装置应与室外相通，并应安
装防倒风装置。

九、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安装、维修
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进行。

十、外出和晚间入睡前，牢记关闭燃

气灶前阀，若长时间外出须关闭燃气表
前阀门。

十一、燃气具每次使用完毕后，要将
阀门开关扳到关闭位置；每次使用前要
确认其开关在关闭位置上，才能点火。

十二、使用燃气时，要有人照看，避
免火焰异常或熄灭而发生燃气泄漏；正
常用气时若遇突发停气，应关闭燃气灶
具开关，接到恢复正常供气通知后，方可
继续使用。

十三、不得使用无充装合格标识、超
期未检、淘汰或报废的液化石油气钢瓶。

十四、不得加热、摔砸、倒置、卧放、
曝晒液化石油气钢瓶或改变气瓶检验标
志、漆色。

十五、不得倾倒液化石油气钢瓶内
残液和拆卸瓶阀等附件。

十六、经常检查是否漏气，用肥皂水
或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
如有冒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严禁使用
明火查漏。

十七、管道燃气漏气应急处理：
（1）迅速关闭表前阀。如不能进

户，立即通知小区物业管理处关闭立管
总阀门；

（2）严禁开、关任何电器或在户内使
用电话、手机；

（3）熄灭一切火种；
（4）迅速打开门窗，让燃气散发到

室外；
（5）到户外拨打燃气公司抢险电话，

通知燃气公司派员处理；
（6）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应敲门

通知，切勿使用门铃（防止电火花引起燃
气爆炸）；

（7）如果事态严重，应立即撤离现
场，拨打 119 火警电话或 110 联动抢险
电话。

（策划/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