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
式成立，大会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1921
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
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1921年加入俄共，在共产国际
机关行政处工作）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
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
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
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
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会。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上
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
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
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
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
基出席会议。李大钊、陈独秀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
议。与会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
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距该校不远处李汉俊
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位于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现兴业路76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 年7月
23日晚开幕，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
佛海做记录。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
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
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
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
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
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
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
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
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
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
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会场，结果
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
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
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
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
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
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
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
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纲领还包含属
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
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
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纲规
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
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
守秘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党章
的内容，规定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和纪律，具有党章的初
步体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
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中央机关就遭到外国巡捕房的破坏，党
中央收藏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档案很快就找不到了。1956 年 12 月 24
日，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18箱档案移交给中共中
央，其中有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60年，美国学者韦
慕廷发现陈公博（在党的一大后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被清理出党，抗
日战争中成为汉奸）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出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英文版）。经对
照，其英文版与俄文版内容基本相同，仅具体文字稍有出入。这样，起
到党章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得以与世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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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区你我共建文明城区你我共建 幸福合川万家共享幸福合川万家共享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为了营
造绿色、健康、文明、和谐的校园及
周边文化环境，切实维护未成年人
文化权益，近日，盐井街道组织文
化体育服务中心、平安办、派出所、
应急办等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及周
边文化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专项行动工作人
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
场讲解等形式向辖区群众宣传“扫黄
打非”工作重点以及非法出版物的危
害等，提高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
和有害信息的意识。为营造健康、文

明的校园文化环境，工作人员来到盐
井小学，对学校图书馆教材教辅等出
版物及校园周边文具店、玩具店、复
印店销售的少儿书刊、画册、绘本、卡
通漫画等出版物进行检查，组织学生
观看“扫黄打非”宣传视频，提高青少
年对“黄”“非”问题的辨别能力和自
我防范能力。

截至目前，盐井街道共开展
“扫黄打非”宣传活动4次，组织市
场明察暗访3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200 余人
次，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盐井街道

加强校园及周边文化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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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11月25日，隆兴镇
开展“扫黄打非”进校园、进
商店、上街头宣传活动，进一
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常态
化，营造绿色文化环境。

活动现场，文艺小分队
为群众献上了一场以“扫黄
打非”为主题的文艺演出，让
广大群众在寓教于乐中了解

“扫黄打非”的具体内容，提
升知晓率。同时，该镇相关
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
悬挂宣传横幅、发放资料、现
场讲解等方式，认真讲解“扫
黄打非”活动的基本内容、非

法出版物的识别技巧等，不
断提高群众对“黄”“非”等社
会危害性的认识，共同抵制
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构建一
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当天，工作人员还对辖
区校园周边商铺进行了检
查，查看是否售卖非法出版
物。随后，工作人员还去到
龙井小学开展“扫黄打非”进
校园宣传活动，加深同学们
对“扫黄打非”知识的了解，
帮助孩子们远离和抵制有害
出版物，将文明成长观念根
植心中，进一步推进“扫黄打
非”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

隆兴镇

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活动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

《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如
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实现
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推行计划生育，调控
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
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维护公民的合法
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
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市、区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行政
区域的经济、社会等实际情况依法编
制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将第十条修改为：“市、区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口发
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
案并组织实施。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
规定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
构，加强母婴保健和婴幼儿照护服
务，促进家庭发展，落实计划生育奖
励和社会保障等措施。”

四、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市、区
县（自治县）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
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
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
责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五、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并将其纳入村民和
居民自治规范。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应当做好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

六、将第二十条修改为：“提倡适
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

“已经生育三个子女的夫妻，子
女死亡或者经鉴定为残疾的，可以依
法再生育子女。”

七、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本市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夫妻一方户籍地或者现居住地
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国家
和本市规定办理生育登记。”

八、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三
条，修改为：“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

妻享受婚假十五天。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

工，在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
假八十天。产假期间享受在岗职工
同等待遇。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
工产假期间，男方所在单位应当给予
男方护理假二十天。护理假期间享
受在岗职工同等待遇。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职
工，在产假或者护理假期满后，经单
位批准，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儿假至子
女一周岁止，或者夫妻双方可以在子
女六周岁前每年各累计休五至十天
的育儿假。夫妻一方休育儿假至子
女一周岁止的，期间的月工资不低于
休假前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五，并不得低于当年本市最低工资标
准；夫妻双方在子女六周岁前每年各
累计休五至十天育儿假的，期间享受
在岗职工同等待遇。”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
业、医疗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教育负担。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在城乡社区建设改造中，建设与常
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活动场
所及配套服务设施。

“公共场所和女职工比较多的用
人单位应当配置母婴设施，为婴幼儿
照护、哺乳提供便利条件。

“职工参加婚前、孕前、产前医学检
查的，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女职工所在
单位应当按规定保障其哺乳时间。”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建立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并给予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相关政策
支持。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普惠
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托育机构的设置和服务应当符
合托育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托育机
构应当在依法登记后三十日内向区县
（自治县）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

“市、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市
场监管、民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托育
机构的指导与监督。”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
条：“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推进妇幼保健体系建设，实现市、区
县（自治县）均有一个标准化的妇幼
保健机构；推进儿童保健门诊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扩大妇产、儿科优质
医疗资源供给。”

十二、将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
（五）项和第三款合并，作为第三款，
修改为：“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
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市、区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对上
述人群的生活、养老、医疗、精神慰藉
等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
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
生育的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
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实行
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
以工代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
面给予优先照顾。”

十四、将第五章章名修改为：“计
划生育服务”。

十五、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
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对育龄妇女
开展围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承担
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
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
不育症诊疗，并接受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的监督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宣传普及预
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加强婚育咨询
和指导，加强婚前和孕前保健，推行
住院分娩和母乳喂养，促进优生优
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为
婴幼儿家庭开展健康管理、预防接
种、疾病预防等服务，提供膳食营养、
生长发育等健康指导。”

十六、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
四条，删去第二款，将第三款修改为：

“对产前诊断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
的，胎儿有严重缺陷的，或者继续妊
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严重危害
孕妇健康的，医师应当向夫妻说明情
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十七、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三十
九条，删去第一款第（三）项，将其中
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吊销执业证
书和执业许可证”修改为“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执业证书”，将其中的“卫生
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修改为“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

十八、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
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
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
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十九、将第三条中的“人口和计
划生育”修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
将第二款中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将第二款中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
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修改为“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第四条、第五
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中
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修改为“人口与
计划生育”；将第七条、第十二条、第
十三条中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修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
第十六条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修
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将其中的

“有关行政部门”修改为“国家机关”；
将第十八条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
修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将第一款
中的“卫生和计划生育”修改为“卫生
健康”，将第一款中的“工商”修改为

“市场监管”，将第一款中的“食品药
品监督”修改为“药品监管”，将第二
款中“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修改为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第二十五条
改为第二十二条，将其中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修改为“人口与计划生
育”；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六条，
将其中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修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
第一款第（一）项中的“医疗、保健机
构”修改为“医疗卫生机构”；将第四
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七条，将其中的

“医疗、保健机构”修改为“医疗卫生
机构”；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三十八
条，将其中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将其中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修改为“药品监管部门”；将第五十五
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将其中的“卫生
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修改为“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将第五十六条改为
第四十二条，删去第（一）项中“不依
法办事”、删去第（四）项中“或者社会
抚养费的”，将第（五）项中的“人口和
计划生育”修改为“人口与计划生
育”，删去第（六）项；将第五十七条改
为第四十三条，将其中的“卫生和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
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据2021年11月27日《重庆日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202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1月27日，香龙镇安全办在石龙社
区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向群众
普及日常用火、用气、用电的安全注意
事项以及常见火灾的预防、初起火灾扑
救等消防安全知识。图为社区居民在
派出所干警的指导下拿起灭火器，进行
灭火演习。 通讯员 汪治忠 摄

工作人员在街头发放宣传资料

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11 月 25
日，官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
者走上街头，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
解“扫黄打非”相关知识。

记者了解到，该镇紧紧围绕“扫黄
打非”工作重点和任务，一方面集中时
间、集中力量、有重点、有目的开展专
项巡查，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宣传工作，
扩大群众知晓面，动员群众积极参与

“扫黄打非”工作，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营造健康良好的社会氛围。

据了解，官渡镇严格按照上级统
一部署，认真开展“清源、净网、固边、

护苗、秋风”五大专项行动，为全镇政
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官渡
镇将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将“扫黄打非”工
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机融
合，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的“扫黄打非”工作体制机制，强化意
识形态责任制的落实，切实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抵御
有害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侵
蚀，营造积极健康、向善向上的文化环
境。

官渡镇

营造向善向上的文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