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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蒋艳明 75709部队政治委员
王 巍 62101 部队政治部组织处

处长
张增朴 国防大学学员三队政治委员
沈建华 解放军第一○一医院政治

委员
涂理军（土家族） 武警8732部队61

分队政治教导员

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00个）

北京
西城区委西长安街街道工委
叶青大厦党委
大兴区西红门镇党委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
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一支队党总支
天津
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
蓟县下营镇常州村党支部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船舶管理

分公司天鲸号党支部
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党总支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富民路派出

所党支部
河北
正定县正定镇塔元庄村党支部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河镇戴河古城

联村党总支
保定市莲池区杨庄乡西高庄村党总支
盐山县韩集镇薛堂村党支部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街道碧园社区

党支部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党

支部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党委
涉县关防乡后牧牛池村党支部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屯里镇韩村党总支
长治清华机械厂党委
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
太原市小店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党支部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党委
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雷家坡村党支部
汾阳市栗家庄乡栗家庄村党总支
应县南河种镇党委
内蒙古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党委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

街社区党总支
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满都宝

力格嘎查党支部
卓资县梨花镇壕赖村党支部
满洲里市委口岸外事系统工委
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党委
辽宁
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大梨树村党委
鞍山市立山区灵山街道灵西社区党委
辽宁省送变电工程公司输电施工第

五分公司党支部
本溪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党委
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党委
东北大学党委
营口市西市区委得胜街道工委
新民市周坨子镇党委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沈阳铁路局大连车务段党委
吉林
永吉县口前镇党委
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党委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党委
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党委
柳河县委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工委
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党支部
吉林省金塔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委乘风社区工委
黑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党支部
大兴安岭地区西林吉林业局前哨林

场党总支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井下作业分

公司修井107队党支部
绥棱县上集镇诺敏河村党总支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党委
伊春市新青区林海彩虹志愿服务队

党支部
上海
解放日报社党委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

支队党总支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党总支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

金融片区综合党委
静安区两新组织促进中心党总支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党总支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党委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委仙林街道工委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水秀社区党委
徐州高级中学党委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党总支
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
淮安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党支部
东台市人民法院党总支
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滨海县人民检察院党总支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党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院研制

厂第一党支部
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党委
浙江
桐乡市乌镇镇党委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党委
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党总支
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党委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党委
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党委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农林大学森林培育学科党支部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杭州支队五大队党支部
浙江锦绣育才教育集团党委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溪街道罗师庄

新居民党支部
浙江浙能嘉兴（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党委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党委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集煤

矿党委
安庆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机关

党委
定远县驻太仓市流动党员党委
马鞍山市雨山区安民街道鹊桥社区党

总支
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党委
淮北市杜集区高岳街道双楼村党总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

所党委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福建
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党总支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菌草所党

支部
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党委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党支部
莆田市委驻上海流动党员工委
福建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福州机场

征收管理所党支部
江西
新余市水北商会党委
南昌市东湖区彭家桥街道光明社区党委
永修县柘林镇易家河村党委
上饶市信州区福海老年公寓党支部
萍乡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党支部
南昌市公安消防支队西湖区大队八一

中队党支部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党委
山东
山东兰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东明县武胜桥镇玉皇庙村党支部
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中山社区党委
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街道湖北社区党

总支
枣庄市山亭区司法局党总支
五莲县松柏镇党委
济南市机械化清扫大队党总支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南天门管理区

党支部
莱芜市莱城区口镇党委
济宁市农村干部学校管理处党总支
淄博市张店区体育场街道兴乔社区党委
胜利石油管理局孤岛采油厂党委
齐鲁石化公司烯烃厂裂解车间党支部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鑫苑社区党

总支
林州市姚村镇冯家口村党支部
兰考县委桐乡街道工委
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办事处二社区党委
东方集团党委
济源市大峪镇党委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

党委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永城市公安局党委
河南省财政厅机关党委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三门峡市陕州区原店镇郭家村党支部
尉氏县张市镇党委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江欣苑社区党委
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安哥拉项目

经理部党支部
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党委
监利县民政局直属机关党委
鄂州市鄂城区长港镇峒山村党总支
恩施市龙凤镇党委
天门市华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党委

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党委
随县三里岗镇吉祥寺村党支部
湖南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党委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党支部
湖南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湖南省地税局机关党委
新宁县高桥镇党委
国家电网石门县供电公司壶瓶山农电

党支部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侗文化村

党总支
湖南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潭耒分公

司党委
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学堂坡社区

党支部
郴州市北湖区委人民路街道工委
桃江县鲊埠回族乡党委
广东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党委
惠州市律师协会党委
新丰县马头镇秀田村党支部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街道红光社区党委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广场派出所

党支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惠侨医疗中心

党总支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北门社区党委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城东社区党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生勤工助学

党支部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

电公司广州局党委
大铲海关党委
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营运有限公司

党总支
阳西县织篢镇石埗村党支部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

部党委
广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党

支部
梧州市万秀区桂北社区党总支
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红沙网箱养殖

协会党支部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镇第三初级中学党

总支
柳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红光责任

区刑侦大队党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

公室党支部
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党委
华蓝集团党委
海南
三沙市琼沙3号轮党支部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社区党

总支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党

支部
重庆
潼南区太安镇罐坝村党支部
渝北区回兴街道双湖路社区党总支
万州区龙驹镇党委
大渡口区委春晖路街道工委
重庆市公安局水警总队朝天门派出所

党支部
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微波事业部党

支部
四川
芦山县龙门乡党委
乡城县青德镇党委
南江县桥亭乡党委
芦山县芦阳镇火炬村党支部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主乡光华村党支部
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果园村党总支
内江市东兴区新江街道东风社区党委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自贡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
简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党

支部
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大竹县民政局机关党委
贵州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党总支
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党支部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党委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大坝村党支部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党委
云南
洱源县三营镇共和村郑家庄村民小组

党支部
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幕布村党支部
巧家县包谷垴乡党委
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季官社区党总支
云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党支部
会泽县待补镇党委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普洱管

理处墨江分处老苍坡隧道管理站党支部
云南摩尔农庄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党支部
瑞丽市宝玉石协会党支部
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倒生根社区党总支
西藏
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唐地村党支部
洛扎县洛扎镇次麦社区党支部

聂拉木县迪斯岗便民警务站党支部
拉萨中学党委
那曲地区青藏铁路安多段通天河护路

大队党支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街道红专南路社

区党委
宝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党

支部
旬阳县棕溪镇王院村党支部
镇安县青铜关镇丰收村党支部
陕西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党委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党委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
甘肃
武山县马力镇北顺村党委
兰州市城关区委临夏路街道工委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

厂党委
张掖市国家税务局党总支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党委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陈家屲村党总支
青海
玉树市巴塘乡党委
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党支部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红光上

村党支部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

盐湖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环境地质勘察院

党委
盐池县王乐井乡曾记畔村党支部
中卫市人民检察院党总支
新疆
博乐市小营盘镇党委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库台格力克村党

支部
和田市委奴尔巴格街道工委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片区平

顶山社区党支部
阿克苏市公安局党委
额敏县妇幼保健院党支部
新疆北新国际委内瑞拉区TIUNA项

目党支部
中央直属机关
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宣教

处党支部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编辑部党支部
中央国家机关
国务院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办公室党支部
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党支部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会议一处党

支部
国资委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五○二所

党委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研究

所党委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电力大同第二

发电厂（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华

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党委
金融系统
中国银监会无锡监管分局党委
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调查技术中心党

支部
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财产保险监管

处党支部
中国农业银行嘉兴分行党委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长春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支行党总支
交通银行北京天坛支行第四党支部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贷管理

局党支部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韶山光大村镇

银行党支部
民航系统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东区

安检部党委
铁路系统
上海铁路局南京站“158”雷锋服务站

党支部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客运段拉萨一车队

党总支
沈阳铁路局吉林工务段党委
南宁铁路局南宁车站党委
郑州铁路局长治北车站孔庄车站党

支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75620部队94分队党支部
65042部队71分队党支部
65549部队77分队党支部
海军372艇党支部
96363部队45分队党委
61251部队55分队党支部
61497部队党支部
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政治理论与军

队政治工作教研中心党总支
73181部队82分队党支部
68062部队63分队党支部
武警山东省总队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

队党支部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名 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广
大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要切实用讲话
精神统一思想，坚决听党指
挥、高举旗帜、履行使命，以
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提供坚强力量保障。

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
到边防，广大官兵通过电视、
广播和网络实时收听收看庆
祝大会实况，第一时间深入
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大
家一致表示，我军作为党缔
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凝
聚在党的旗帜下，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在今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一定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确保部队建设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建设一支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的人民军队。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
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
机关干部表示，习主席在重
要讲话中强调了人民军队的
根本属性，进一步提振了士
气、凝聚了军心。大家表示，
要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坚决做到毫不动
摇听指挥、聚精会神钻研打
仗、高效指挥联合作战、随时
准备领兵打仗，努力建设绝
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
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
挥机构。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武警部
队广大官兵在讨论中认为，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必
须把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按照能
打仗、打胜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官兵们表示，要
切实增强组织意识、号令意识、纪律意识，按照职能定
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依法治军，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
劲，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确保部队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党的意志就是军队的意
志，党的方向就是军队的方向。军委机关各部门广大干
部在学习讨论中认为，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
能确保部队建设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确保我军改
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大家结合工作实际纷纷表示，一
定要坚决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进一步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
致，努力建设“四铁”军委机关，真正当好为习主席和中央
军委服务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和服务机关，为实现强军
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党委领导和教
职员工围绕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展开热烈讨论。大家
认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思想文化更加多元、多样、多变，广大官兵面临着更加严
峻的考验。一定要更加坚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铸牢军魂、恪守宗旨、发
挥作用，进一步强化听党指挥、高举旗帜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行动自觉，为改革强军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官兵表示，要坚决听党话跟
党走，在深化改革中体现忠诚、党性和品格，扎实工作，保
持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坚决完成改革任务。

正在执行演训、护航、出访、维和等任务的部队，也通
过各种方式组织官兵集中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官兵们
表示，一定听党指挥、不辱使命，苦练打赢本领，认真履行
职责，以高昂的士气和严格的标准完成好各项任务，用优
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

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

﹃
七一

﹄
重要讲话精神一致表示

坚决听党指挥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保障

“幸福的歌儿唱起来，欢快的锣鼓敲起来，响亮的唢
呐吹起来。党的庆祝大会要召开，华屋村民乐开怀⋯⋯”
7月 1日上午，革命老区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
小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9 时不到，伴随着“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高昂的歌声，乡亲们自发地来到村民文化
活动室，期待着庆祝建党 95周年大会召开。

华屋是江西省著名的红军村、烈士村。在“扩红”时期，华
屋有17位优秀青壮年参加红军。长征前夕，他们相约在村后
山的蛤蟆岭上每人种下一棵松树。离开家乡后,他们全部牺
牲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十七棵青松”这一可歌可泣的故事。

2012年 6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出台了《赣
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华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危旧土坯房于2012年底正式启动改造，2013年下
半年，统一规划的66套新房全部开工建设，如今村民全部
搬进了两层半“小洋房”。瑞金市还帮助村民组建了专业
合作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了“山上种油茶，田间种
蔬菜，荒坡地养蜜蜂，房前屋后养土鸡”的产业发展格局。

年过九旬、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华从柏动情地说：
“历史证明，我们要坚定党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坚定跟党走的
信心和决心。”黄沙村党支部书记黄日生接过话茬儿：“我们
相信有了党的领导，我们脱贫致富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广。”

10 时庆祝大会开幕，大家伙顿时安静下来，凝神静
气紧盯电视屏幕。老红军的后代，回乡创业的党员大学
生华盛听了习总书记讲话后高兴地说：“习总书记在讲话
中提到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
心声，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我一定要
发挥自己所学，不忘初心，带领村民走上产业脱贫致富的
道路，过上更加富裕幸福安康的生活。”

庆祝大会直播后，有 30 多年党龄的退休老教师华丕
懋现场编出了一段歌谣，在华屋村民的心中久久萦绕。

华屋村民欢歌颂党恩
本报记者 赖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