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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入党誓词不难
难的是终身坚守

习近平强调，入党誓词字
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
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
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
移，终生不渝。

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等
一下飞机，就来到位于上海市
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
这座饱经沧桑的石库门建筑，
1952年9月修复并对外开放，在
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中庄严肃
穆。96年前，1921年7月，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
里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成
立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等在兴业路下车
后，步行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
曾3次到这里。在这里，习近平
首先瞻仰了中共一大会议室原
址。这个18平方米的房间按照
当年会议场景复原布置。习近
平久久凝视，叮嘱一定要把会
址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动情
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
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
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随后，习近平等瞻仰了中共
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参观了《伟
大开端——— 中国共产党创建历
史陈列》。“前赴后继、救亡图存”

“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
聚、开天辟地”等专题展区，陈列
着大量实物和图片，有的还有雕
塑和沙盘，习近平一边听取介
绍，一边询问细节。他对着浮雕
一一列数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
姓名，感叹英雄辈出，也感叹大
浪淘沙。习近平指出，建党时的
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
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
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
心。

题为《追梦》的视频短片，
浓缩了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奋斗
历程，习近平等驻足观看。习近
平表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
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

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纪念馆宣誓厅，悬挂着

巨幅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对
党旗，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
温入党誓词。在习近平领誓
下，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
大厅，让现场所有人都深受
感染，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
如磐的年代。习近平强调，入
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
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
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
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
渝。

要结合时代特点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
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
力弘扬“红船精神”。

当天下午，习近平等从上
海乘火车来到浙江嘉兴市，继
续追寻中共一大足迹。当时，正
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
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
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
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
全部议程。红船由此得名并名
扬天下。

微风习习、清波荡漾的
南湖，下午4时40分许迎来了
习近平一行。习近平等走到
湖边，瞻仰红船，详细了解利
用红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
情况。习近平指出，小小红船
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
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
的跨世纪航程。

离开南湖，习近平等前往
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这座纪
念馆2006年6月28日由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奠基，
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落
成开放。

纪念馆圆形序厅里，精美
的红船雕塑栩栩如生，硕大的
镰刀锤头图案鲜艳夺目，二者
交相辉映，寓意中国共产党领
航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习近
平等由此进入以“开天辟地”
为主题的展厅，先后参观了

“探索救亡图存道路”“中国
共产党成立”等专题展览。这
里展出的实物和图片，同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为
印证，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
党诞生的历史全貌。习近平
不时同其他常委同志交流。
习近平表示，从纪念馆奠基
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落
成后要来看一看，今天如愿
以偿了，确实深受教育和鼓
舞。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
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
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唯有不忘初心
方可告慰历史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
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
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
一往无前。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表示，我们全体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这次集体
出行，目的是回顾我们党的光
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
先辈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
重大责任，增强为实现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习近平指出，上海党的一
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
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
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
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
的根脉。

习近平强调，“其作始也
简，其将毕也必巨。”96年来，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
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
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
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
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
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
成、一往无前。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
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
标和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牢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个脚印
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
进；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
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
祥、李强、陈希和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上海市、浙江省有关
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据新华社

习近平等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

走走得得再再远远都都不不能能忘忘记记来来时时的的路路

10月31日上午，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草
案）》初次提请审议，“侮辱国
歌罪”将列入刑法，或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审议了
会计法等１１部法律的修正案
草案，拟通过修改法律取消
部分行政审批事项、职业资
格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进一
步依法推进简政放权。《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
案）》也再次提请审议。

会计法
修改后更注重
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

会计法修正案草案10月31
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草案取消了会计从业资格认
定，更加注重会计从业人员的
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

草案对会计法第三十八条
进行修改，把会计人员“必须取
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改为“应
该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
专业能力”。

国 务 院 法 制 办 党 组 书
记、副主任袁曙宏在当天举
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上作说明。他说，考虑到目
前涉及会计执业能力评价的
考试较多，会计人员可以通
过参加其他会计类考试证明
执业能力，还可以通过接受
继续教育、业务培训、学历教
育等方式来提高专业能力和
水平。据此，草案取消了会计
从业资格认定。

电子商务法
电商不得编造
用户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草案）》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者不得以虚假宣传、虚构交
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侵害
消费者的知情权。对于竞价排
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著
标明“广告”。

一些常委会委员和地方、
部门、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强
化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平台
经营者的义务规范，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在草案中增加规定：电
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假宣
传、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
方式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此外，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
明示用户注销的方式和程序，不
得对用户注销设置不合理条件。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其标记
为自营业务的商品交易或者服
务交易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
者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刑法修正案
“侮辱国歌罪”
拟列入刑法

今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法》。在国歌法审议过程中，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
大代表提出，刑法应对如何追
究侮辱国歌行为的刑事责任予
以明确，以切实维护国歌的尊
严。因此，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安
部、司法部、中央军委法制局等
有关部门和专家深入研究论
证、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拟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十)(草案)》。

草案提出，在刑法第二百
九十九条侮辱国旗、国徽罪的规
定中增加一款，对侮辱国歌行为
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在公共
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
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在公共场合，故意
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
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
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
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多部法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以以后后会会计计证证有有望望不不用用考考了了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于10月31日专程从北京
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
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在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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