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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下达】 

 
省委书记娄勤俭参加所在党支部 

专题组织生活会 
 

日前，省委书记娄勤俭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省委办公

厅综合处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与大家一起深入讨论交流。娄勤俭指出，要深刻理解、

系统把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来

分析研究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真正把做到

“两个维护”融到血液里、刻在头脑中。 

组织生活会上，党支部全体成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紧密结合

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联系各自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情况和体会感悟，

表达了立足岗位建新功、作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在大家发言后，娄勤俭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和江苏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结合大量鲜活的案例，同大家深入交流了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体会。他说，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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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贯通历史、现在、未来，明确提出走好新征程的“九个

必须”，既是总结把握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和规律得出的历史结

论，也是对我们党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再次宣示，

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把握

“九个必须”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将其作为看问题、

想事情、抓工作的大逻辑，奋力开创美好未来。 

娄勤俭指出，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

科学真理，我们党自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就一直走在了胜利的道路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我们要坚持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在持续深化学习理

解中更好地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筑牢理想信念的

根与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为人民而诞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无论是抓疫情防控，还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无论是继续

推进苏北农房改善、教育改革、持续排查解决突出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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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谋划兴办新的民生实事，都要站稳群众立场、维护群众利

益，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带领人民共创现代化高品质生活。要

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时刻对照伟

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和标准谋划开展工作，将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不断发扬光大。 

娄勤俭强调，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从讲

政治的高度出发，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

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处理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要坚持

系统观念、逻辑思维，紧密结合江苏发展的实践，围绕“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善于登高望远进行

战略思考，善于立足全局办好自己的事，以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的担当做好工作、服务发展。 

娄勤俭充分肯定了党支部和支部党员的工作，对践行“两

在两同”提出希望。他说，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发出

了“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的号召。省委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

行动，广大党员干部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两在两同”。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团结带领人民群众

不断为更好生活而奋斗。省级机关的党支部要作出表率示范，

深入发动和组织党员积极投身实践，推动“两在两同”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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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走深走实；每一位党员都要响应伟大号召，立足各自岗位、

发扬优良作风，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寻计问策，

推动各项工作最大限度汲取群众智慧、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

众难题，争当“两在两同”的先锋。 

 

 

省委常委会：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 
初心使命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9 月 6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和在河北承德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与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更好地以史为鉴、观照现实、开创未来，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当前，要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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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迎接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十九届中

央第七轮巡视整改、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督促有关部属高校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全面整改、

突出重点，切实解决问题。要推动省属高校举一反三开展自查

自纠，健全完善有关体制机制，不断提升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

水平。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刻

理解总书记关于党的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大论断要求，正确把

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

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着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

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

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工作，为国家安全和民族稳定

作出更多江苏贡献。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重

视年轻干部工作，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大家不断完善

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斗争本领和能力水平。要注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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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成长规律，进一步完善培养选拔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

机制，推动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脱颖而出、茁壮

成长。 

会议指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切

实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持续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加快建设更加绿色低碳的美丽江苏；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统筹抓好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文脉”等标志性工程建设，促

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四化”

同步发展，系统谋划推进苏北农房改善和苏南苏中农村现代化

建设，更好展现“新鱼米之乡”的时代风貌。 

 

【经验交流】 

 
省委网信办：坚持“三聚焦三推动” 

扎实做好“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省委网信办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任务和首位职责使命，努

力使重要讲话精神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灯塔”，成为奋

力推进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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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深学深悟”，推动学习领会入脑入心。一是坚持领

导带头学。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原原本

本研读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第一时间组织处以上干

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读书班，领导干部领学促学、示范带

头。二是坚持融会贯通学。召开全省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视频会议，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网络强

国重要思想等结合起来，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三是坚持

丰富形式学。通过组织全办党员赴溧水“红色李巷”现场教学、

开展“网信青年讲堂”和互联网行业学习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推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入思入行。截至目前，

全省网信系统已组织专家辅导讲座 30 余场次，座谈交流近 100

场次。 

聚焦“求活求新”，推动宣传阐释走深走实。一是突出重

点。制订网上宣传工作方案，组织全省网络媒体在首页首屏突

出位置开设专题专栏，置顶转载中央和省主要媒体重点稿件，

精心策划推出短视频、H5、九宫格、海报等融媒体作品。二是

展现成效。深化“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百年辉煌 E 心向

党”等主题宣传，开设“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荣光”子栏目，

生动展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我省基层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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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三是创新手段。精心打造全媒立体、同频共振的传播

格局，“我比任何时候更懂你”主题宣传片及 30 集系列短视频

在全国网络媒体及商业平台首页首屏首条、二条重点推发。截

至 8 月 25 日，全网总点击量突破 31.5 亿。 

聚焦“便民惠民”，推动贯彻落实见行见效。一是主动担

当，坚决扛起“两个责任”。定期组织召开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分析会，加强网络舆情应对处置，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

入实施“网安 2021”专项行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

切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二是主动作为，自觉践行网上群众路

线。深入开展“利民护企”“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 12 专项网

络举报行动，7、8 月份受理处置涉网络赌博、诈骗类举报信息

1744 件。建立健全全省网络联合辟谣机制，南京疫情爆发以来，

先后指导发布辟谣稿件 125 篇。三是主动创新，扎实办好为民

实事。围绕网络赋能助力乡村振兴、信息便民惠民等方面实施

推进“用网”“护网”“暖网”三大工程，组织开展“e 起致富”

苏货直播新农人培育行动等“九个 e”的具体工作。“苏货直播”

平台组织 21 场网络公益直播活动，带动销售 2100 余万元； “苏

货新农人 APP”线上平台，培训线下新农人 600 名。开展“e

心一益”乡村青少年成长系列网络公益行动，截止 9 月初，共

募集现金 129 万元，将建设全省 104 个乡村青少年图书角。 

（省委网信办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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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态】 

 

省委党校校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全会精神 

 

近日，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召开校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精神。常务副校（院）长桑学成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把学史力行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把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

观世界的实际行动，在锤炼党性上力行，在为民服务上力行，

在推动发展上力行，在“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中

担当作为。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精神，深刻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内涵，以现代化的理念、

标准、思路系统谋划推进党校各项工作，助力实现“六个率先

走在前列”目标；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进疫情

防控和办学治校，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深入开展“两

在两同”建新功行动，着力提升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系统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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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工作的能力、保持战略定力的能力、创造性落实的能力，努

力成为“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会议要求，一是在教学培训上求“新”。围绕总书记在西

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全会精神开发新专题，坚持

精品课、样板课、主干课一起抓，扎实推动进专题、进课堂、

进学员头脑。二是在科研咨询上求“实”。突出科研的时效性，

做好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阐释，围绕省

委全会提出的“六个率先走在前列”的目标深化研究，努力推

出高层次有影响的决策咨询成果。三是在思想引领上求“先”。

充分发挥党校理论宣传优势，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委全会精神的科学内涵，深入干部群众开展宣讲宣传。组织

教师撰写系列理论宣传文章，及时准确发出党校声音、发挥党

校作用。 

（省委党校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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