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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安排出炉
将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和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
?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整理报道

本报讯

昨日， 中共中央召开 2021 年首场
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
活动有关安排。 会上透露， 今年将向为党作出杰
出贡献、 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七一勋
章”。 还将首次向健在的、 党龄达到 50 年、 一贯
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
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
记者了解到， 截至 2019 年 12 月， 全国共有
基层党组织 468.1 万个， 党员 9191.4 万名。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介
绍， 我们将以中共中央名义， 向为党作出杰出贡
献、 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七一勋章”。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签发证书， 颁授勋章。 还将评选表彰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傅兴国介绍， 根据党中央
安排， 今年将首次向健在的、 党龄达到 50 年、
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 纪
念章。 目前， 中央组织部正在组织开展纪念章设

计制作等工作， 确保符合条件的 710 多万名老党
员“七一” 前都能获颁纪念章。
关于是否阅兵这一问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主任助理李军少将表示， 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有关部署， 在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中没有安排阅
兵。 全军官兵将在战斗岗位上， 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 守护祖国和人民安宁。
中宣部副部长、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介
绍， 文艺方面， 组织复拍了民族歌剧 《白毛女》、
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等一批经典剧目。 重新
展出了徐悲鸿的 《奔马》 等一批经典美术作品。
新拍了话剧 《三湾那一夜》、 京剧 《红军故事》
等一系列作品。 同时， 民族歌剧 《扶贫路上》、
话剧 《人民至上》 等一批反映新时代伟大成就的
现实题材作品不断涌现。
胡和平介绍， 文化和旅游部按照党中央统一
部署， 正在筹办这场高标准、 高质量的文艺演
出。 演出将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
会上， 王晓晖表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庆祝活动还包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举行庆祝
大会、 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内容。

激发政法队伍的浩然正气
上海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交流推进会昨召开
本报讯 上海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学习教育环节交流推进会昨天召开。 市
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于绍良主持会议
并讲话。
于绍良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部署和市委要求， 将学习教育贯穿教育
整顿始终， 持续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
实。 重中之重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 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强
化理论武装， 筑牢忠诚根基。 要把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突出任务和重要内容， 用

好用活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改革开放场
景， 开展线上线下、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
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 更好体现党的诞生
地的使命担当。 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工作
结合起来，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动为抓手，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于绍良指出， 要强化系统思维， 坚持
统筹兼顾， 有力有序推进教育整顿。 统筹
警示教育和英模教育， 做到两端发力， 让
广大干警明是非、 知敬畏， 激发政法队伍
的浩然正气、 蓬勃朝气、 斗争锐气。 统筹
各方力量， 进一步压实责任， 加强日常管
理， 各区、 各部门要各扬所长、 比学赶
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毁、侵占或者歪曲、丑化、亵渎、否定红色资源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
利用条例》 草案提交二审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三十次
会议审议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
条例》 草案修改稿。 这部全市红色资源领域的专
项立法提出了联席会议机制、 名录制度、 长三角
联动等全国独有的体制机制和创新举措， 并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红色资源的义务，
不得破坏、 损毁、 侵占或者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红色资源。 如果违法， 除追究法律责任外，
还将受到信用惩戒。
条例草案的初步征求意见稿于 3 月初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目前， 市人大常委会已根据各
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审议修改。
最新的草案修改稿进一步完善了红色资源传
承弘扬和保护利用的“联席会议机制”。 同时，
将“红色资源名录建议名单”向社会公示的时间，
由“
不得少于 7 个工作日”改为“不得少于 20 天”，
进一步加大社会公众参与力度。
根据草案修改稿， 上海将建立红色资源名录
制度——
—将具有历史价值、 教育意义、 纪念意义
的红色资源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由市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联席会议选取专家， 按照认定标准进行评
审后， 拟定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
草案修改稿还对分类保护和保护责任人的激
励措施进一步明确。 草案修改稿规定， 上海对红
色遗址、 红色旧址、 纪念设施实施分类保护。
第一类是属于不可移动文物、 优秀历史建
筑、 烈士纪念设施的，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
定， 通过划定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范围等方式予
以保护， 并依法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第二类是不
属于不可移动文物、 优秀历史建筑、 烈士纪念设
施的红色旧址， 其中位于历史风貌区内的， 可以
通过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确定为需要保留的历史

建筑予以保护； 位于历史风貌区外的， 参照需要
保留的历史建筑予以保护。 第三类是属于纪念馆
等其他纪念设施的， 按照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等有
关规定， 实施保护管理。 此外， 对不属于档案、
可移动文物的文献、 手稿、 声像资料和实物等，
明确按照市、 区红色资源联席会议确定的部门提
出的保护要求实施保护管理。 草案修改稿还提
出， 对不属于档案、 可移动文物的文献、 手稿、
声像资料和实物等， 明确按照市、 区红色资源联
席会议确定的部门提出的保护要求实施保护管
理。
草案修改稿明确了治安与刑事处罚、 信用惩
戒、 政府及部门责任追究的适用情形。 按照草案
修改稿， 破坏、 损毁、 侵占或者歪曲、 丑化、 亵
渎、 否定红色资源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破坏红色资源还将受到信用惩戒。 如果违反
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除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外， 相关部门还应当按照规定， 将有关单位和个
人的信息向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 并依法
采取惩戒措施。
对于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开展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工作， 草案修改稿中明确上海将给予激励和
支持。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舞台， 拥有丰
富的红色资源。 为了更好推进区域联动加强红色
资源保护利用， 草案修改稿首次为“
长三角区域
协作” 设立了专章， 增加了红色资源理论研究、
馆际交流、 文艺作品创作、 红色旅游推广协作、
红色资源共享方面的长三角协同内容。
除此之外， 草案修改稿还完善了讲解、 研究
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容， 增加了检察机关开
展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

一大会址修缮即将竣工
昨天，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安排正式公布。 位于本市兴业路
76 号的中共一大会址自去年 11 月 17 日起实施修缮改造， 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
阶段。 包括中共一大会址和博文女校旧址在内的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已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 昨天， 记者实地探访施工现场， 目前总体工程量已完成近九成，
修缮工作按计划有序进行， 预计将于本月下旬竣工。
图为工人在修缮现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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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打开政务微信客户端， 松江的公安民警、 辅警都会收到一
条专题的党史学习推文， 这是松江公安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倒计时百日之际， 推出的全新学习平台。
■ 详见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