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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一是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

一、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二是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
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
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
历史辉煌。

三是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
且必须修好。



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四是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
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
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一、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五是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广大党员要以学习党的历史为重点，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六是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七是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
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八是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
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
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九是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
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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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学 习 总 结 历
史 ， 借 鉴 和
利 用 历 史 经
验。

加深对近现代
中国国情和中
国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

对 历 史 要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作为党员
如何看待
党史学习

以史为镜，可
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

中国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学习党史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过多少弯路，碰到过多少钉子，现在我们要避免
这些问题，才能更好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是我们的先辈们“摸着石头过河”尝试过来的，虽然我们
现在享受这个成果，但也不能一味的继承党的所有行为，要抛弃它们
中不正确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跃进时期等的不良风气，去发
展优秀的精神。

以党史为参照，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观是我们的基础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要的基本路线；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去发展，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人民。



党史学习教育基本要求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刻铭记、深刻认识、深刻感悟、系统掌握、学习传承、
深刻领会。

要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注重融入日
常、抓在经常。

加强组织领导、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

学出绝对忠诚

学出信仰信念

学出辩证思维

学出为民情怀

学出忧患意识

学出昂扬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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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与重要特质

开天辟地(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国大业

大革命阶段（1921－1927年）

土地革命战争阶段（1927－1937年）

抗日战争阶段（1937－1945年）

解放战争阶段（1946－1949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国大业

改天换地(1949-1978)



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与重要特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富国大业

翻天覆地(1978-2017)

惊天动地(20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国大业



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与重要特质

坚持人民
至上的价
值追求

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

主义

u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u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u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u第二次飞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u第三次飞跃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与重要特质

坚持在实
践中纠正
错误思想

坚持正确
的方法

u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错误
u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u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
u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u吸取经验教训提高正确认知

u从调查情形入手”
u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u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u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u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
u当断则断
u学会弹钢琴
u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坚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新要求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
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关键
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
本领。

增强
本领

       如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我们就难
以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
重任务。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
问题。当时，党中央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队伍里
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
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
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



坚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先进性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

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

心和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

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

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

根基的危险。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披荆斩棘开拓事业，把蓝图变成现实

        2012年7月5日，中国气象局
批复成立武汉市汉南区气象局。
2013年1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
决定由武汉开发区整体托管汉南区，
实施一体化发展。2015年8月中国
气象局批复同意武汉市汉南区气象
局正式更名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气象局。同年年底，区
气象预警中心完工并入驻，总用地
面积10.02亩。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局党
组、区委（区工委）的坚强领导下，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气象事业完
成了从无到有、从年轻走向成熟的
蜕变，建成了完备的现代观测网与
业务平台、全面的气象服务流程以
及全方位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



披荆斩棘开拓事业，把蓝图变成现实

观测
体系

       从最初在辖区内的7个街道逐步建成区域气象自动站，到建
设通航标准观测场、农田小气候站，再到军运会后接管4个区域
站，进一步加密观测网，再到2020年合理布局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需求，建立恒大产业园区域自动站。目前，全区已有纳入省局
数据观测考核区域站11个、农田小气候站1个。2021年，区域自
动站改造升级正在有序进行中，合理布局观测站点，提升区域站
运行稳定力。

业务
平台

       业务流程的不断革新，形成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
区）气象台综合气象业务技术手册》等在内的一整套业务制度和
工作流程规范。随着业务平台的集成化，针对本地农业生产、活
动赛事，在气象预报服务业务一体化平台配置了本地化服务产品
和模板，推出特色农业气象服务、恒大农业专题气象服务、飞行
赛事气象服务等多项专题专报，并对各类服务产品配置好本地化
发布方式，做到服务产品集中制作，一键发布，提高了对外气象
服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一、观测网络逐步优化，业务平台本地化应用



披荆斩棘开拓事业，把蓝图变成现实

不断扩大服务人群覆盖面。
        从区领导到防汛抗旱兄弟单位；从网格

员到气象信息员；从最初的农业大户到全区

800余家企业负责人；从快递小哥到易燃易爆

等重点监管企业安全员，气象服务如同一张

网将阴晴冷暖与海晏河清紧紧的交织在一起。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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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气象服务质量。
       以“准确、及时、创新、奉献”为出发点，从政府门

户网站、手机短信、直送、传真、微博、气象QQ群、微信

群等多种手段并用，再到与区融媒体密切合作，“村村响”

喇叭的投入使用，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到自然村，区

气象局真正做到气象服务深入最后一公里。

不断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为2017、2019年世界飞行者大会、2018年RENO国际航空

锦标赛全程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气象保障服务，得到地方领导和

相关部门的肯定。2019年服务第七届世界军人军运会，取得圆

满成功。创新服务恒大农业产业园，形成良好服务机制，为特色

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二、防灾减灾覆盖全面，气象服务提质增效

0
1



披荆斩棘开拓事业，把蓝图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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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气 象
服 务 先 进
个人

“嘉奖”奖励

立 功 单 位
称号

重大气象
服务先进
集体

工作创新奖

目标考核
特别优秀
达标单位

三、红色引擎激发内能，工作扎实斩获殊荣

区气象局党支部连续2届获武汉市“五

星级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获湖北省气象

部门“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1名党

员获武汉市气象部门“优秀党员”称号。

区气象局的党员们更是凝心聚力，在全

区举办的文化艺术体育等竞赛中，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展现气象风采、传播气象声音。



船到中流浪更急，越战越勇谱写新篇章

深入学
习贯彻

以党建
为统领

“强基
工程”
建设

防灾减
灾第一
道防线

下一步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
提升气象服务质量，组织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党史
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重点加强技术成果本地
化应用、强对流天气监测能
力、自动站改造升级等方面。

       针对本年汛期旱涝并重
的特点，做到时效更强、预
测更精准。立足武汉经开区
企业、项目、工地不断入驻
的新形势，加强对强天气过
程的监测预警，为武汉经开
区二次创业注入气象动力。

        坚持“生命至上、人民
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
灾一线高高飘扬；多方联动，
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