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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
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
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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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
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
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197
人，候补中央委员 151 人。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
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
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
议》。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
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
艰巨。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
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
深化，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民生保障
有效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
战胜多种严重自然灾害，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成功举办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激励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全会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
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
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
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
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
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
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
（下转 2 版）
特色社会主义。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二十大于 2022 年下半年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
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
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
议》。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于 2022 年下半年在北 京 召
开 。全会 认 为 ，党 的 二 十大 是 我 们 党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要团结带领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攻 坚 克 难 、开 拓 奋 进 ，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的 中
国 梦 作 出 新 的 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数字经济领跑乌兰察布“智慧”
发展
本报记者 张鑫
当前，网络购物、在线外卖、手机支
付、
“ 双十一”看直播抢货、出门扫一扫
“健康码”
、通过视频会议在线讨论工作
等数字化场景，早已像柴米油盐一样，
进入老百姓日常生活，展现着各种新气
象，这样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

政经

人们的生活中。
作为我国首批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乌兰察布吸引众多数据中心纷纷
落地，新的北方数据中心正在这里形
成。一个个数据中心的建立，正在赋予
乌兰察布这片土地更多未来。
近年来，乌兰察布深入贯彻落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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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数据战略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
业的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
部署。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依托地理、 扬。获得“最适合投资数据中心的城市
气候、资源、地质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乌
和地区”
“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示范城市”
兰察布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不断壮 “中国数据中心新基建先锋城 市园区
大，
“南贵北乌”的大数据发展格局日渐
奖”等殊荣。“草原云谷”成为世界认识
形成。
乌兰察布的新名片。
(下转 3 版)
乌兰察布大力培育发展大数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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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党百年奋斗的
重大历史意义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从根本
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
路、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
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从五个方面总结概括了
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意义，为我们
深刻理解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
辉煌注入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
“五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全面、
深刻、系统阐述了党对中国人民、对中
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
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
史性贡献，既立足中华大地，又胸怀人
类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
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
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刻总结了党百年
奋斗的光辉历程，宣示了中国共产党
人继往开来的自信和担当。
百年不懈奋斗，神州换了人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劫难。一百年来，
我们党矢志不
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经过
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
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
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历史深刻昭示，
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
系。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
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走
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
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
论。从饱受欺凌到自立自强，
从啼饥号
寒到全面小康，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
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两大奇迹，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党
带领人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
确道路。我们的路走对了，就要坚定不
移走下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宽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行。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在实践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
大生命力。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
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
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
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
彰显。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我们党的
百年奋斗具有重要意义。党领导人民
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新中国的成功实践表明，
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
的唯一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
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
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
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百
年奋斗中，我们党强体魄于伟大的自
我革命、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在
历史大潮中砥柱中流、百炼成钢，形成
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 的精神谱
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始终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
导核心。新征程上，赓续红色血脉，加
强党的建设，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
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
人民之中，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必将进一步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
力量，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
抵达光辉的彼岸。

邮编：010010 邮箱：nmgsbs@sina.cn 网址：www.nmgsb.com.cn 邮发代号：
15-29 定价：2.00 元 全年定价：188 元 编辑：
李娜 版式：
罗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