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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1 年年会
资 料 汇 编

经请示业管主管部门，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1 年年会以通讯形式

召开。现将相关材料汇编成册，供各位会员参考、留存。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1 年度财务报告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增补理事

名单

●关于缴纳 2022 年度会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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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处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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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2021 年，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在省民政厅、省社科联的关心

指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一

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中心工作，依靠各会员

单位和全省广大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特殊功用，圆满完成了各

项任务。

一、坚持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

学会领导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

力，从中汲取攻坚克难的智慧和不断前行的力量，并自觉转化

为筹划指导学会工作的实际行动。会长刘晓晨亲自组织精干力

量并全程参与《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决定》的起草工作，

将学习贯彻中央、省委会议精神体现为抓落实的具体行动。

学会领导班子积极参与省委宣讲团工作，第一时间在全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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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新闻媒体、党史门户网站、期刊杂志等平台宣传解读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中央六中全会、省委十次全会精神，不断提高

全省党史工作者、研究者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自觉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拥护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将学会全体会员的思想

和行动及时统一到中央、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省委保持高度一致。

二、聚焦建党百年，抓实献礼工程

紧紧抓住建党百年重大机遇，找准学会定位和工作方向，

积极配合省委党史研究室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各项重点任务，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为。

学会主要参与筹备了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

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攀枝花市

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与实践——三线建设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讨会；

配合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社科联举办四川省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选派专家为此次研

讨会征文担任评委；配合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省委党校、雅安

市委共同举办“中央红军长征在雅安”研讨会，为研讨会组

织征文及评审；配合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活动，举办“三线建设与成渝地区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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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圈建设”研讨会征文活动，与陈毅故居管理局联合开展

陈毅生平事迹研讨会征文活动。会长刘晓晨先后出席四川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并发言，“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并致

辞，并带头在《四川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回望百年历史，启

航治蜀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辉煌历程和历史启

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奋斗历程与辉煌成就》《从<决议>

到<决定>看如何汲取党史智慧迈步治蜀兴川新征程》，总结

宣传党带领四川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

此外，学会还参与了四川长征干部学院联合共建工作，

配合省委党史研究室完成专家顾问团、外聘师资队伍和长征

精神研究学会筹建任务。选派专家参与筹办长征精神主题论

坛，审看长征干部学院精品教材编写大纲，并积极参与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相关工作。

三、紧扣中心大局，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学会秘书处坚持将学会职能与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相结

合，积极配合省委党史研究室，全力服务全省党史学习教育。

从学会理事中选派党史专家、干部参与制定《全省党史学习教

育总体安排》《全省党史学习教育政治引领方案》等方案；认

真完成省级领导读书班相关任务，积极配合做好党史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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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省级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课堂教学、实地参观

等相关工作，重点落实了外聘师资和学习资料的撰写准备等

相关任务；参与编撰《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学习读本）》

和系列《资政专报》呈领导参阅；全程参与全省党史宣讲工

作，撰写宣讲提纲，会长刘晓晨、副会长江红英、理事周锐京

等先后承担了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三个分团和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宣讲团

三个分团的宣讲任务，共赴 13 个市（州）广泛开展党史专题

讲座 50 余场次，学会在党校、高校、社科部门的许多理事也

承担了大量宣讲工作。

四、搭建桥梁纽带，构筑工作平台

2021 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学会仍然先后组织会员参与

多种征文与研讨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探索与实践——三线建设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讨会、

“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陈毅

生平事迹”研讨会、“中华苏维埃政府（权）时期伤残保障政

策专题研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价值与新时代乡村振

兴”学术研讨会、“中央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在泸州”研讨

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暨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 2021 年年

会等，充分发挥了学会联系全省党史工作“三支队伍”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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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作用，有效推动党史研究与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增

强了学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

2021 年，学会还重点开展了专家智库筹建工作，与主管部

门省委党史研究室一道，完成四川党史专家库第一批 100 名专

家的聘任工作，包括了省直机关中的复合型领导干部，党校、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的专业性学术人才，涵盖政治建设、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不同研究领域。

专家库建立后，已经多次为全省各级党史专题讲座（宣讲）及

各级学术研讨会推荐专家。下一步，专家库将紧紧围绕省委工

作中心开展工作，在资政建言、学术研究、审读审看、宣传育

人等方面发挥作用，力争建成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广泛性的

全省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高端智库。

五、突出党建引领，加强自身建设

2021 年，根据中共四川省社会组织第一综合委员会以及四

川省民政厅的相关要求，学会秘书处申请成立了“四川省中共

党史学会秘书处党支部”，由正式党员 6 名组成，由学会秘书

长曾凡荣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以后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将党建工作和党史工作紧密结合、将组织生活与业

务学习紧密结合，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会秘书处党支

部按照《省委党史研究室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省委的部署安排，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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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开新局”总体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动实施、狠抓

任务落实，引导支部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树牢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自身建设的强大动力，努力实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主要目标。

学会还积极参与四川省党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表彰工作。按照在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中推荐 2 个理事单位作

为先进集体表彰对象的相关要求，秘书处于今年 6 月在学会理

事中组织开展了投票工作，并根据投票结果最终推选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先进集体候选

单位。2021 年 11 月，上述两单位被正式表彰为四川省党史工作

先进集体。

2021 年，省党史学会及各会员单位克服种种困难，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新的令人鼓舞的成绩。2022 年，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二十

大召开。省党史学会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决策

部署，按照主管部门省委党史研究室《2018—2022 年工作规划》

的定位，不断提升学会工作质量和水平。一要加强理论武装，

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学会工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坚持

立足学术性，广泛开展学术与理论研讨活动，不断增强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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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三要充分发挥党史专家智库作用，

积极服务于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

善规章制度，根据理事工作变动情况，适时增补理事，不断增

强学会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1 年度财务报告

2021 年，学会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财经制度和

政策基础上，不断完善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各项费

用，合理安排经费支出，为学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

力财务支持和经费保障。

由于 2020 年年会是 2020 年 12 月 3 日召开，所以上一年度

财务报告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11 月 30 日，因此，现将现将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如

下：

一、收入情况

学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入总额为

46,767.75 元，其中会费收入 46,500 元、利息收入 267.75 元。

二、支出情况

学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总额为



- 9 -

50,610.10 元，其中银行业务收费 120 元、会议费 37,572 元、

材料印刷费 3,070 元、邮寄费及评审费 8,648.10 元、年度审计

费 1,200 元。

三、资产情况

学会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总额为 69,244.62元，

全部是非限定性净资产。净资产总额比 2020 年 11 月 30 日减少

了 3,842.35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学会货币资金为

69,244.62 元，无其他资产。

今后，学会财务工作将在继续严格落实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管理的基础上，按照学会工作开展的需要，把握好经费使用的

原则、方向和重点，努力保障学会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力争

让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增补理事名单

陈 东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薛彦地 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主任

贺 瑜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副主任

陈卫红 凉山州史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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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缴纳 2022 年度会费的通知

根据《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章程》的规定：本会的会员含

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类，单位会员有缴纳会费的义务，个人

会员不缴纳会费。会费所得用于学会的组织管理及开展业务活

动。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2022 年度会费缴纳工作已经开始，市

（州）委党史部门、省直相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会

员每年交纳会费 1000 元；县（市、区）党史部门、纪念场馆等

单位会员每年交纳会费 500 元。会费的收支情况将在每年的理

事会会议上公布。

未缴纳会费的单位，当年不具备资格参加我会组织的学术

交流、课题评奖、学术会议等活动。连续两年未缴纳会费的单

位，按照学会章程规定视为自动退会。请部分尚未缴纳 2021 年

度会费的单位及时补交。

2021 年，受到疫情影响，我会的线下学术研讨活动举办频

率和规模虽不及往年，但是我会仍积极组织会员参与省内外学

术征文活动，同时向已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赠送党史书籍，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各项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中，较

好发挥了学会的平台纽带作用，完成了全年的工作计划。

希望各会员单位在 2022 年继续支持学会各项工作，学会也

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

会费请转至：工商银行成都市东城根街支行，户名：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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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共党史学会，账号 4402207009006550464。

请在转账单上注明单位、联系人及缴纳年度，同时将开票

信息发送到 327445579@qq.com，收到款后本会即开具电子发票。

在缴纳 2021 年度会费时，有赵绪红、王永红两位同志未注

明缴款单位及联系方式，请以上两位同志或相关单位同志及时

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黄婷婷，联系电话：13982115819。

电子邮箱：327445579@qq.com。

需要说明的是，本年度收取会费的通知已于 2022 年 1 月直

接寄送给了各位理事所在单位，部分单位已经缴纳。请尚未缴

纳会费的单位及时缴纳，如有不明事项，请与我们联系。

mailto:3274455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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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学会各理事。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处 2022 年 3月 17 日印发

责任编辑：黄婷婷 联系电话（028）86603138

电子邮箱：jhh1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