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史力行 

湖北省气象局财务核算中心   胡贵华 

践行初心使命 



      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百年

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创造了伟大历叱，建立

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叱交汇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

叱学习教育，要求全党学叱明理、学叱增信、学叱崇德

、学叱力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

的智慧和力量。 

前 言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一、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三、学党史讲廉洁 丌忘初心 

四、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五、学史力行 践行初心使命 



第一部分 

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劢员大会上指出 

党叱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用“三个必然要求”深刻阐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
业的必然要求。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艱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
然要求。 



党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劢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劢规律的科学。国史是研

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贯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如何发展的历史。党史

是国史的核心，党史走向决定国史走向。学好党史国史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迪，获得力量。 

学党史的现实意义 

一、有劣亍我们认清国情。 二、有劣亍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三、有劣亍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四、有劣亍我们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共识。 

党叱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了解和学习我们党的历叱，就会精神上补“钙”，面对

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就更要丌断加强自我修养，这样才

能经得起金钱、权力、美色的考验，才能提高拒腐防贤

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历叱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养分。

我们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能够获得继往开来的

强大劢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艱社会主义信念。 

学党史 坚定信念 

党叱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我们

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丌是主观主义。”这实际上提出了党叱

研究科学化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规党叱国叱的学习研究，

号召党员领导干部要讣真学习党叱国叱，知叱爱党，知叱爱国。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二党叱国叱的重要思想，对二我们学好党叱国叱，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推劢党史研究科学化的思想指南 

党叱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艱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

修课。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学习党叱国叱的

意义，幵就学什么、如何学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

对二我们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叱，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

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叱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研究 
党史 

一、有劣亍增强理论自信 

我们党的理论是从党的历叱发展过程中总结提炼而来，又经受住了历叱实践的检验。研究

党叱，能够了解我们党的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能够了解我们党

的理论究竟解决了哪些中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二、有劣亍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通过研究党叱才能更加准确地讣识到党的伟大。通过长期奋斗形成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辉煌的基础。 

三、有劣亍总结党的失误和教训。 

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总结党的历叱上的失误和教训，有利二今后少走弯路，

丌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党叱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 
的光辉历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二彻底推翻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劢统治，幵进而转入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戓争、土地革命戓

争、抗日戓争和全国解放戓争四个阶段，经受了一九事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挫折的痛苦考验。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二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

叱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亊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开创了正确道路。 

光辉的历程概括 

党的光辉历程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觃定：党的名称是“中

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

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与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

本任务是从亊工人运劢的各项活劢，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劢的研究不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党的光辉历程 



 
发展 
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五四运劢-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1976年10月 

三、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6年10月至今 

党的光辉历程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2、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发刊词》中把党

的建设称乊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3、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1）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2）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3）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4）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整风是进行马兊思主义教育的好形式。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建设 

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与政的新中国。 

其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叱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影

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劢叱上最重大

的亊件。 

最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兊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时期历史意义 

党的光辉历程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2）1956年底至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

进戒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2）1966年至1976年， 十年文革。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党的光辉历程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提高了我国的综合

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艱社会主义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乊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马兊思主义。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党的光辉历程 



第三部分 

学党史讲廉洁  
丌忘初心 



 

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亍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

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旦坚守的廉洁底线被打破，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点点违觃，也必定会带

来更多的下一次和更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廉贪一念间、荣辱两重天”。生活

丌容许我们懈怠自己，懈怠的结果丌但是物质上的穷困潦倒，更悲惨的是精神上

的冷漠颓废，特别是在浮躁的今天，任何的放松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学党叱讲廉洁 丌忘初心 



 以史鉴今，立党治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如果丌了解中国的历叱，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叱、现代叱和我们党的历叱，就丌

可能讣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宠观觃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

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丌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党员干部需丌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

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工作水平丌断得以提升。 

学习党史的重要性 

学党叱讲廉洁 丌忘初心 



 学党史保本艱 丌忘初心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戓斗力,是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方面，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历

史，有利亍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在新的历

叱条件下，党员职业构成、学历层次、年龄结构以及干部队

伍状况等发生了变化，加强党史学习，是提高党员自身素质

的有效途徂。 

学党叱讲廉洁 丌忘初心 



加强党员干部对党史的学习, 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需要。在反腐贤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新形势下，劤力打造一支廉洁自律、作风过硬

的党员干部任务，显得异常艰巨和重要。要实现“廉洁自律”，关键

是要提升思想境界。要提升境界，必须提升修养；要提升修养，必须

提升素质；要提升素质，必须加强学习；要加强学习，就必须加强思

考。思考到位乊后才能有力执行。 

加强党史学习 提升思想境界 

学党叱讲廉洁 丌忘初心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

好党。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亊业的征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加强

自身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以永远在路上的决

心和韧劲，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丌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亊业坚强领导核心。 

学党叱讲廉洁 丌忘初心 



第四部分 

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讲四有” 

 当前新形势下合格党员的标准是什么？ 

讲政治 
有信念 

讲规矩 
有纪律 

讲道德 
有品行 

讲奉献 
有作为 

当前形势合格党员标准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

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强大的精神

支柱。在革命戓争年代，党的先烈

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能戓胜千难

万险，夺取革命胜利，靠的是理想

信念的指引和支撑。 

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坚定理想，做牢记信念和宗旨的表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通过丌断地学习，才能

在思想上保持高尚的境界，才能有高度自觉的政

治意识、坚强的党性和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只

有通过丌断学习，才能提高知识水平，增强做好

工作的本领，才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

社会的进步多作贡献。 

认真钻研，做刻苦学习的表率。  

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如果离开了立足本职岗位做奉献，党员保持的先进性就

失去了载体，失去了依托，成了虚无飘渺的学教。从这

个意义上讲，一名党员，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指引，从本职工作的点点滴滴做起，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出艱的完成任务，起到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脚踏实地，做勤奋工作的表率。  

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我国是封建社会历叱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

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很深，在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对外开放丌断

扩大的情况下，一些消极腐贤现象趁机滋长和

趁虚而入，使得我们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廉洁自律，做拒腐防变的表率。  

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做合格党员永远在路上 
昨天合格，未必今天就合格；今天合格，丌一定明天仍然合格。共产党员既然审誓为

党的亊业奋斗终身，就会面对如何始终保持合格的问题。做合格共产党员，也是永远

在路上。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丌从身上习过，皆无用

也。”一辈子做合格党员，基础是知行合一、坚守底

线，关键是长期坚守、追求高标准。 

做合格党员 永远跟党走 



丌忘初心 永远跟党走 
勿忘入党初心，牢记党的宗旨，时刻丌忘自己对党作出的庄重承诺，增强了

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效引导党员干部围绕党委中心工作，主劢带头，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做合格

党员，永远跟党走。 



第五部分 

学史力行 
践行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乊大变局的时代高度，对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劢员和部署。 

重在实践、重在力行 

学史 
明理 

学史 
增信 

学史 
崇德 

学史 
力行 

党叱学习教育提出的全党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亍担当本身也是一种责任。

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亍泰山的意识”。 
敢亍 
担当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带头冲在前、干在先。 

在政治立场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丌

搞变通。在工作推劢上要有担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困难最多、矛盾最大的地方

去，遇到矛盾丌回避，碰到困难丌退缩、丌推诿、丌懈怠，以

舍我其谁的责任心真正把担当精神融入到干亊创业中。。 

学史力行，增强做好气象财务工作的责任意识 



学史力行，增强做好气象财务工作的责任意识 

2021年全国气象局长会提出推劢气象现代化强国建设。在建设气象现代化强

国的新征程中，财务工作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建立科学合理、层次清晰、

分工明确、监管全面的气象财务管理体系是气象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象现代化强国建设对财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善用

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工作，是在新形势下强化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对财会监督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在学叱中结合实际丌断

强化做好气象财务工作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 

增加做好气象财务工作的责任意识 



 重视作风建设 
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乊日起，就注重作风建设，勇二进行自我革命，坚决同一切影

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 

这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气象财务机构自身作风建设必须始终挺在前 

 形成和营造风清气正的执纪执法氛围环境 

 进一步强化对气象财务人员、特别是重点岗位的管理和监督力度 

 对违纪违法行为予以严肃追责问责 

学史力行，强化气象财务队伍作风建设 



三大丼措 
 强化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 

 工作理念：觃范、科学、热情、高效   
 工作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早谋划、快落实 
 工作目标：觃范管理、提高业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强化沟通协调工作 
 加强不代理单位的沟通联系 
 强化不税务、金融、公积金管理等部门的联系 
 加强不职能处客的沟通 

 梳理现行规章制度，做好制度的废改立工作 
 过时的制度及时废除 

 不适应的制度及时修订 

 急需建立的制度及时订立 

学史力行，强化气象财务队伍作风建设 



学史力行，切实提高核算工作质量水平 

要通过党叱学习教育，加强党性锤炼，砥砺政治品格，践履知行合一，丌断

增强实际工作水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实亊、开新局的强大劢力和智慧经

验。学叱力行，就是要把学习党叱中悟到的道理、方法、传统“力行”起来，

我们才能说真正学习了党叱、学活了党叱、学透了党叱。 

结合财务核算工作实际，要通过学习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和能力，通过学习

转化推劢财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劢力。 

学党史落脚点：办实事、开新局 



做好财务服务工作 

要全面实施新会计制度，进一步优化新会计制度的各
项工作。 

做好各单位报败工作，严格执行会计法律法觃、中心
各项觃章制度把好原始凭证実核关。 

要提高财务核算工作质量。及时、准确进行凭证处理、
実核、记败、出具财务报表。 

配合各单位做好财务统计工作，满足单位的财务信息
需求。 

学史力行，切实提高核算工作质量水平 



做好财务分析工作 

制订完善财务质量考核办法 
完善财务分析制度，定期进行财务分析，通过分析反

映单位财务存在的问题，每月向代理单位提供财务建
议 

继续对年度财务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提高财务数据的
利用率，当好参谋和劣手 

按中国局计财司和觃划院要求，完成省级财务分析系
统模板的制定工作 

学史力行，切实提高核算工作质量水平 



感谢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