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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袁继承发扬

革命先辈遗志尧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袁增强党员队伍

凝聚力和战斗力遥2021 年

6 月 30 日袁高新公交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尧入党积

极分子一行前往安徽创

新馆和李克农同志纪念

馆袁深入开展野学习百年

党史袁 汲取奋进力量冶主
题党建活动遥

支部一行首先参观

了安徽创新馆袁安徽创新

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

主题的场馆袁是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

展示窗口袁由野创引擎冶尧
野创智慧冶尧野创未来冶三大

主题版块组成遥 全馆以实

物为主袁辅以模型尧数字

沙盘及声光电等手段袁展
示了我国最新创新发展

成果遥

全体党员驻足参观

了量子信息尧同步辐射和

合肥光源等大科学装置袁
近距离参观了全超导托

卡马克野人造小太阳冶尧量
子科技尧墨子号卫星尧360
度全面屏手机尧超薄触控

电子玻璃等等创新技术

和产品袁充分感受到近年

来安徽尤其是合肥在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尧助推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的成绩遥

参观过程中袁党员纷

纷表示袁后续将把创新理

念融入到实际工作中袁培
养创新思维尧提高创新意

识尧强化使命担当袁不断

汲取奋进的力量袁不断激

发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遥
随后袁大家参观了李

克农同志的故居和事迹

陈列馆遥 李克农同志是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袁是
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

越领导者和组织者遥 他长

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

战线上屡建奇功袁被誉为

野传奇将军冶袁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遥 李克农同志波澜壮

阔而又充满传奇的一生

和他对党和国家的无限

忠诚袁深深地震撼着每名

党员的心灵遥
此次活动激励了广

大党员努力拼搏袁与时俱

进袁团结奋斗袁努力提升

骨干业务能力袁以更加积

极的行动尧更加担当作为

的态度袁为高新公交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袁以优异

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

礼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 立 100 周 年 袁6 月 26
日袁合肥高新区野两优一

先冶表彰大会在高新区管

委会一楼多功能厅举行遥
合肥高新区工委书记尧管
委会主任宋道军出席会

议并做重要讲话袁党工委

副主席陆平主持会议袁公
司代表参加此次会议遥

大会旨在表彰全区

各项工作中作出突出成

绩的优秀共产党员尧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

党组织袁激励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

典型看齐遥
此次受表彰的先进

典型是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的优秀代表遥
他们的先进事迹袁充分彰

显了党的初心和使命袁生
动诠释了新时期共产党

人的责任和担当袁集中展

示了全区各条战线上的

先锋形象遥 公司党支部被

授予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
荣誉称号袁656 线路驾驶

员胡革胜同志被授予野优
秀共产党员冶荣誉称号遥

会上袁宋主任要求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

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袁
学习他们旗帜鲜明讲政

治袁 牢固树立 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

到野两个维护冶袁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尧 政治领悟

力尧政治执行力袁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曰学
习他们立足岗位作贡献袁
以牢记宗旨尧服务群众的

为民情怀曰学习他们克己

奉公讲廉洁袁传承红色基

因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为

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遥

高新公交党支部要

把收获的荣誉化作继续

前行的动力袁 继续本着

野服务园区发展袁 实现和

谐高新冶的宗旨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袁为实现群

众美好交通出行愿望袁贡
献智慧和力量袁努力创造

出无愧于党尧 无愧于人

民尧无愧于时代的业绩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6 月 29 日上午 10 时野七一勋章冶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遥 中共中央总

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野七一勋章冶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袁高新

公交组织观看颁授仪式并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遥
野七一勋章冶是中共中央用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袁是党内最高荣誉遥 这次获得野七一勋章冶29 名共产党员里

面袁有浴血奋战尧舍生忘死的革命战士曰有保家卫国尧安守国防的戍边英雄曰有扎根基

层尧全情为民的优秀干部曰有失志科研尧不断创新的专业人才曰有救死扶伤尧投身医疗

的白衣天使噎噎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袁奋斗在四面八方袁他们岗位不同袁但他们有个共

同的名字院中国共产党员遥 29 名野七一勋章冶获得者从平凡到伟大袁从普通到优秀袁他
们是 9100 多万名党员的楷模和代表遥

观看过程中袁阵阵掌声从会议室中传出袁大家专心致志并由衷的为勋章获得者鼓

掌遥 他们的事迹让我们肃然起敬袁我们感慨他们的奉献袁敬佩他们的精神遥
这场颁授仪式的直播观看袁 激励着党员同志们进一步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和使命袁鼓励着广大群众向党员同志看齐袁让全体职工时刻铭记自身责任袁立
足基层袁全力以赴袁为高新公交的更好发展袁为高新区大发展添砖加瓦遥 尧

渊财务部 焦艳君冤

为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袁近日袁高新公交一批

红色主题公交车正式上

线运营袁以车身全覆盖立

体式的展示袁做好野流动

的冶党史教育宣传袁为高

新区增添又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遥
公交车身以野学习百

年党史尧汲取奋进力量冶尧
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尧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冶尧野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冶等内容为主袁在车身

显著位置袁金色的党徽和

红色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标识

交相辉映遥
公司充分利用公交

车的优势袁把车身打造成

为一个快速高效的传播

平台和党史学习教育的

载体袁做到学党史尧知党

恩袁使公交车成为市民学

习党史的移动课堂遥
通过红色主题宣传

活动袁大力弘扬爱党爱国

精神袁大大激发了公交职

工的热情袁充分展示交通

运输行业良好的窗口形

象袁为推动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袁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遥

渊综合管理部 黄静冤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袁深入贯

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要求袁6 月 2 日下午袁
高新公交党支部书记孔强同志在党员活动室袁
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专题党

课遥
党课上袁孔强同志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性尧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尧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授遥 他指出袁百年党史袁既是固根涵源的

营养液尧揽镜自照的清醒剂袁更是鉴往知来的

航标灯遥 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史学习中激

发责任之心尧担当之心尧为民之心袁让初心薪火

相传袁把学习宣传党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遥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袁引导党员学好用好历

史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尧政治领悟力尧政治执

行力遥 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尧勇担使

命的责任感袁 做到学习党史与公司中心工作尧
重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袁立足本职尧提升履职

能力袁以更好的发展面貌迎接建党一百周年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为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建设袁6 月 24 日下午袁高新公交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袁高新公交党

支部书记孔强同志主持会议遥
大会首先讨论发展王春夏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事宜遥 会议严

格按照发展新党员的程序执行遥 会上袁王春夏同志宣读了入党志愿

书袁表述自己对党的认识袁对入党的坚定意愿遥 两名入党介绍人分

别对王春夏同志转为预备党员提出其意见遥 通过参会党员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袁 一致投票通过确定了王春夏同志自党员发展对象转

为中共预备党员遥
随后袁 大会组织评选高新公交党支部 2021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及优秀党务工作者遥 本次评选工作在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和结

合 2020 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的基础上袁通过党支部大会民主评议尧支
委会讨论研究袁最终评选出 1 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1 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遥
会后袁在孔强同志的带领下袁全体党员在庄严的党旗下与新入

党的同志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遥 渊综合管理部 苏婧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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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袁也是野十四五冶规划开局之年袁百年征
程波澜壮阔袁百年初心历久弥新袁建党百
年袁砥砺奋进袁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风雨
征程袁践行初心使命袁始终如一遥 百年
来袁一批批中华儿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袁以誓言映照初心袁以行动践行使
命遥

野党龄一年袁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袁
我真诚的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袁听
党话袁跟党走遥 冶

野党龄五年袁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
日快乐袁时刻不忘党的教诲袁不忘初心袁
砥砺奋进! 冶

野党龄十年袁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袁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冶

窑窑窑窑窑窑
在建党-百周年的伟大时刻即将到

来之际袁高新公交员工袁用真挚淳朴的话
语袁向党说出了心中的那份炙热与祝福遥

一百年风雨兼程袁一百年漫漫求索袁
一百年卓越辉煌遥回眸昨日袁祖国成就辉
煌袁展望明天袁我们豪情满怀遥 在未来的
征程中袁 我们要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袁时刻保持斗争精神袁时刻保持艰
苦奋斗尧不骄不燥的优良作风袁在平凡的
工作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遥 渊苏婧冤
一百年来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经过艰苦卓绝武装斗争袁 建立了社会主
义新中国遥一百年的光辉历程袁走出了一
条亘古不变的真理袁 中国共产党是时代
的中流砥柱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袁是 14
亿人民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 是全中
国的依靠遥 渊焦艳君冤

100 年风雨兼程袁100 年峥嵘岁月遥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袁 我们是党的事业薪
火相传的重要力量遥 青年有知识尧 有朝
气尧有闯劲袁是社会中富有活力尧富有创
造力尧富有生命力的群体遥作为一名青年
党员袁我觉得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尧与时俱
进袁 就需要我们每一个青年党员的朝气
和锐气尧需要青年的勇气与智慧遥 渊尚仁
杰冤
百年在历史长河中袁 只是短短一瞬

而已袁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着五年多年
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袁显得尤为明显袁但
建党的百年却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百

年袁它非同凡响袁它意义深远袁百年间发
生了众多的事情袁 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
进袁而这百年却留下了太多东西袁祖国日
益强大袁人民生活幸福袁下一个百年会更
好的美好遥 渊余秋烨冤
今年是党的一百岁生日浴 党的百年

历史袁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袁是一
部的催人奋进的诗史长歌遥 这一百年走
来袁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袁由弱变强袁不
忘的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始终如一的初

心袁不变的是为人民谋幸福尧为国家谋复
兴的使命袁 不改的是实现中华名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决心遥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共产党人在守护初心的同时袁 更应担负
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遥 渊吴瑶冤

100年来一路风雨兼程袁忆往昔峥嵘
岁月袁从北伐战争到红军长征袁从抗日战
争到解放战争袁从野两弹一星冶到载人航
空袁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袁从九八抗洪
到汶川抗震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遥 在
一个个磨难面前袁 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
经受住了磨难遥 100年来袁中国共产党带
领各族人民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袁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袁
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遥 渊范世芳冤
随着 2021年 7月 1日的到来袁我们

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袁 回首这
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袁 中国共产党从血
雨腥风中走来袁从枪林弹雨中走来袁从无
到有袁从小到大袁从弱到强袁带领中华各
名族儿女从一个胜利走向领一个胜利袁
从一个辉煌迈向领一个辉煌遥 党在我们
心中袁是一座不朽的丰碑袁是一面高高飘
扬的旗帜袁让我们以崇高的理想尧创新的
意识袁以忠诚之心跟党走袁以赤子之心为
人民袁以奉献之心报祖国浴 渊符瑛冤

喜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袁在
这特殊时刻袁我思绪万千袁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还是中国的近代时期袁那时的中国袁
山河破碎袁民不聊生袁国将不国袁直到有
了中国共产党袁才唤醒国人无数英雄袁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前仆后继袁舍生忘
死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袁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袁日夜兼程袁终于把中国建设成世
界强国袁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袁使中国
人重新找回了失去多年的自信和自尊遥
渊窦军冤

2021 年 7 月 1 日是党的 100 岁生
日,在被朋友圈祝福刷屏的爱感动之余袁
也陷入了思考遥 学习和工作中,我们时常
将野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冶挂在嘴边,但
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党员标准是什么?
我想, 共产党员不仅是一种身份这么简
单,更是一份使命和担当遥 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要经得住诱惑尧耐得住寂寞尧守得
住清贫,淡薄名利袁甘于奉献,把为党和人
民事业的付出作为毕生追求遥 渊李健冤
一百年的时间袁共产党从无到有尧由

弱到强尧几经挫折尧屡仆屡起的历史袁对
今天的我们有启发意义袁告诉我们院每个

人并给天生强大袁 而是在后天努力中一
步步成长完善而变得强大曰 人生并非总
是一帆风顺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袁无非
是在荆棘坎坷中坚韧地前行遥 今年恰逢
党的百年华诞袁 建设美好祖国的接力棒
交给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袁 我们要庚续先
辈精神尧继承先辈遗志袁做好本职工作袁
为共产党书写新历史袁 书写更辉煌的新
篇章遥 渊季孝龙冤

2021年 7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一百年袁 建党百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袁中共中央总书记袁国家
主席袁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
讲话遥他强调袁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袁富起来袁强起来遥
我们党向中国人民也向历史交出一份优

异的答卷遥 现在中国共产党又带领我们
踏上新的百年征程袁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
族走向了伟大复兴之路袁 这条复兴之路
是任何人任何国家也阻挡不了的遥 当大
灾大难袁新冠疫情面前袁中国人民看到希
望看到了未来遥我很庆幸我是中国人袁我
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让我们劳苦大灾

翻身做主人袁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遥
渊赵旗冤

记得电影叶1921曳的最后袁在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南

湖的一艘船上会议圆满落幕遥 在那个年
代里袁那一批拥有者爱国心尧就国新的热
血青年意气风发遥 是他们开创了全新的
道路袁 拯救的中国尧 拯救了中国人民遥
2021年 7月 1日上午袁 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袁其中叶青少年献词曳的节目袁
让我印象深刻袁 千名青少年以朗诵的形
式许下对党的青春誓言袁每一句献词袁敲
打着我们的心房遥未来袁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袁在全国人民的奋斗下袁我们的祖
国会更加繁荣强大遥 渊康梦园冤
七月袁 世界的目光再一次汇聚北京

天安门广场袁 我们满怀激情迎接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华诞遥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天
安门广场袁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袁习
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院野我们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袁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冶遥 青年一代的我们袁有着
野中流击水袁浪遏飞舟冶的满腔斗志袁如今

百年华诞袁 我辈更应坚定不移地听从中
国共产党的指挥袁怀揣梦想袁抵御风雨袁
继续乘风破浪袁扬帆远航遥 渊黄静冤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袁 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袁百年恰是风华正茂遥 一百年来袁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一个

又一个胜利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遥我
有幸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袁 真正体会
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的骄傲与自

豪遥 我将把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所感
所悟转化为今后工作的动力袁 立足本职
岗位袁勤勉务实工作袁将习近平总书记的
谆谆教诲当做今后工作中的一种激励袁
一种前进的方向遥 渊杨慧冤
学习党史能够让我们在历史中汲取

精神力量袁从而为实现野中国梦冶注入无
限生机和活力袁 让每一名党员的信念与
信仰无比坚定袁在发展中不迷失方向遥以
史鉴今袁 立党治国袁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遥 加强党员对党史的学习,是新时期党
的建设的需要遥认真学习党史袁是适应时
代发展的现实需要袁 是建设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遥 渊金
晗冤
自 1921年成立以来袁中国共产党走

过了 100年的风风雨雨袁每当听到叶义勇
军进行曲曳奏响时袁看到国徽的时候袁一
种振奋尧 激昂尧 骄傲自豪的心情油然而
生遥是党带领党员和群众并肩作战袁是党
带领平凡的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袁 有党我
们就有底气袁有党中国就有未来遥 渊李学
英冤
100年的风风雨雨袁100 年的励精图治遥
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下浴血奋

战袁建立了新中国遥 我们始终坚信袁没有
共产党袁就没有新中国袁100 年来袁党一
直带领着我们昂首阔步向前袁劈波斩浪袁
开辟航向遥 今天袁我们回顾历史袁不仅是
缅怀党的光辉业绩袁 更重要的是着眼新
世纪袁 我们要肩负起党和祖国人民的重
托袁重塑这东方巨龙的雄姿遥 渊杨洁冤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袁100年风雨砥砺袁100年沧海桑田袁在
10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袁 跨过一
道又一道沟坎袁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袁为
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遥以野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冶的初
心和使命袁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革命尧
建设尧改革等一系列伟大的变革袁立志于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袁 中国共产党唯有初
心不改袁才能永葆活力遥 渊浦劲松冤
纵观我们党近一百年的历史袁 是与

中国人民尧 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的历
史遥在和平年代袁党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
会主义袁 经历的探索和尝试也并非一帆
风顺遥一路走来袁党最终带领我们从站起
来再到强起来袁 靠的是共产党人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仰遥我们作为积极分子袁要树
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袁 就要不断从党
史中汲取营养袁传承党员前辈的薪火袁继
续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遥 渊彭翔冤

1921年 7月袁 中国共产党像一道曙
光划破苍穹袁 为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带来
希望袁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崭新的一页遥
100 年来的建设袁改革开放袁创新思想袁
一代代的共产党员前赴后继袁 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生浴 100年的光辉历程袁走出了
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袁 中国共产党是时
代的中流砥柱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曰让中
国在新的时代逐渐走在潮流的前头袁逐
渐成为屹立在世界大军中的标杆旗帜遥
渊陈大伟冤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年迎来一

百岁的生日袁 我作为一名党员感到无比
的自豪遥一百年来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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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做为新时
代的共产党员袁我们要牢记使命尧勇于担
当遥在工作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袁增强才
干尧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袁积极主动的
把担当落到实处曰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
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袁 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力量遥 (李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