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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初心讲堂”

坚持“头雁引领”，打造“初心课
堂”。中建安装联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开展2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目
前129名C级以上领导干部完成脱产
培训。培训涵盖了专题讲座、案例教
学、参观教学、行为训练、视频课程、党
史竞赛等内容。培训期间建立6个临
时党支部，开展课前导读、每日感悟、支
部活动、简报编写等形式丰富的活动。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
精神永恒。在中国革命源头的“母亲
船”——南湖红船，大家重温中共一大
的党史故事，深入了解红船精神的时
代内涵，聆听了一堂催人奋进、凝聚力
量的生动党课，激励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从红船精神中汲取奋斗
的力量、创新的力量和实干的力量，将
红船精神转化为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
强大动力。

凝聚女性力量，打造“巾帼课堂”。
中建安装女工委邀请南京市委党校胡
晶晶教授为女职工讲授了一堂生动的
党课，通过巾帼英雄、革命英烈们为成
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激发广
大女职工爱党爱国、建功立业的热情。

南京公司开展“党史教育进一线”
主题宣讲，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张加华
从党的发展历程、作风建设、党史教育
重要意义等方面讲授了一堂精彩的专
题报告，号召大家立足自身岗位，发扬
攻坚克难、能打硬仗的铁军精神，为项
目高品质履约贡献力量。来自312国
道改扩建项目、雨花剧院改造项目等

多个省重点项目的316名员工集体参
与学习。

聆听“红色故事”

华西公司陕西西凤酒厂项目27名
党员前往陕西省宝鸡市凤翔革命老区，
慰问抗美援朝老兵何彦昌、上甘岭战役
亲历者王志成，聆听老前辈讲述共产党
人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的壮烈场景，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行力量。

云游红色地标，回顾光辉岁月。一
公司华熙福瑞达联合党支部在项目一线
开展党史“云游学”，“解锁”参观党史馆
新方式，通过VR实景参观游览山东省
党史陈列馆，了解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
发展历程和山东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

东北公司40余名党员及青年员
工前往大连万忠墓纪念馆参观学习，
缅怀爱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坚定
理想信念。

打造“红色套餐”

石化工程公司雷锋班组“工匠兄弟
连”让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课走进项目
一线。在南京市重点民生工程南京滨
江LNG储配（一期）EPC项目上，“工匠
兄弟连”队长刘金路与大家分享“雷锋
班组”的成长故事、无畏逆行支援武汉

“两山”医院建设的故事，号召项目全体
人员发扬“钉钉子精神”和追求极致的

“工匠精神”，打造让群众满意、用得放
心的精品工程。

华西公司“党史教育快递小分队”
走进西安大寨路工地现场，为项目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和产业工人送上党史

宣传册，组织理论共学，观看伟人红色
印记。项目党支部书记现场上党课，讲
述党史小故事，五项“学习套餐”让党史
学习教育接地气、有活力。

在上海公司游族项目、湘芒果项
目上，一块写满党史知识要点的黑
板，被摆在工人们进出的醒目位置。
上海公司浦西第一党支部将“党史学
习教育报”送到项目一线，每日更新
板报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为
工人们送上“红色文化大餐”，了解中

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引领大家高
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中建五洲编制了“党史口袋书”，将
党史知识送进制造车间，在生产一线掀
起党史学习的热潮。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关键节点，中建安装党员们将以高
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自觉学好
党史，汲取党史背后的奋进之力，为奋
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走“新”更走“心”——

中建安装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迭起

近年来，淮安市工信局始终坚持
“纵合、横通、互融”理念，突出党
建引领作用，在“创品牌、优服务、
抓队伍”上精准发力，实现了党建和
业务工作的协同并进、互促共赢，为
推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大动力。

开展“三项行动”，夯实“红色堡
垒”。一是实施堡垒领航行动。深入
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推行机
关党建“12345”工作法，去年以来局
党组开展中心组专题学习 20余次。
坚持以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上党课”、
支部书记主动“上党课”、普通党员积
极“上党课”来推动“三会一课”等党内
各项生活制度落实。二是实施素质提
升行动。开设“工信大讲堂”，自2019
年来已成功开展20多期，邀请华南理

工大学祁明教授围绕招商引资专题为
全市200余名招商一线同志作“新年
第一讲”。组织民营企业家参加“党建
促企建”讲坛、中小企业家大讲堂等活
动，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家对党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三是实
施正风肃纪行动。开展“廉节”提醒活
动，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根
基。聚焦涉企服务中的痛点、难点问
题，引导党员干部守紧行为底线、纪律
底线。近三年共提醒谈话185人次，
函询15人次，通报批评2人次，责令书
面检查1人次，党政纪处分2人次。

坚持“三个融合”，树立“红色旗
帜”。一是与项目建设深度融合。持续
开展重特大项目攻坚行动，落实“五
个一”推进机制，坚持做到“哪里有
项目、哪里就有党组织”，2020年全

市新招引、新开工、新竣工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分别达319个、217个、183
个。二是与企业培育深度融合。选派
局优秀党员干部进驻重点物资保障生
产企业，实行“一对一”“点对点”帮
扶，让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飘
扬。淮钢特钢、淮阴卷烟厂、庆鼎精
密电子 3家企业开票销售分别突破
130亿元、110亿元、80亿元大关，
汉邦科技等4家企业被评为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位列苏北第二。三是与产业发展深度
融合。研究出台《关于推进支部建设
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意见》，开展

“1+6”共学共建活动，促进共建双方
党建工作优势互补，及时为企业纾难
解困。2020年，绿色食品、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型装备制造产业增幅分别

达到5%、13%、6.8%。
强化“三大保障”，激活“红色引

擎”。一是注重以上率下。出台建立
局党组成员勇当先锋抓示范工作机
制的文件，明确对7大类 23项重点
工作实行项目化、节点化、责任化
管理，将各项工作抓在手上、抓出
成效，推动全系统形成干事创业、
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得到了市委
领导批示肯定。二是注重载体建
设。在网络媒体平台开设“政策解
读”等专栏，加大产业扶持、惠企
政策等宣传力度，打造指尖上的

“微讲堂”，让“101%”服务深入人
心。三是注重督促考核。出台党建
目标考核细则，实行“清单制+责任
制”，有效推动党建责任落实落地。

张欢 包溪文

党建引领强服务 凝心聚力促发展

闻令而动，聚焦聚力，守正创新，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启
动以来，中建安装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创新路径，突出特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
精气神，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行动力。

近日，中国纺联第一联合党支
部、中国纺联家纺协会党支部与苏州
市吴江区震泽镇党委开展党建共建活
动，以互学、互鉴、互促为目的，推
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双
方互派干部结对互挂，共同促进震泽
丝绸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震泽
镇党委持续扩大党建共建“朋友圈”
的又一重要成果。

近年来，震泽镇党委高度重视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
振，持续推动以党建共建为纽带，共
燃“红色引擎”，构建高质量党建，促

进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借着省属企业党组织和一体化示

范区吴江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的东
风，震泽镇党委主动对接省属国有企
业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徐州矿务集团，积极为震泽企业与省
属企业合作、交流搭建平台。

通过党建共建交流，震泽镇与
徐矿集团的绿色发展资源循环利用
项目落地。同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交流学习也增进了震泽丝
绸行业与苏豪集团在业务方面的对
接，双方在技术研发及产品推广方

面都有良好的合作前景。江苏省审
计厅法规与审计处党支部和苏州市
八都建筑有限公司党支部开展党建
共建交流学习活动，并以党建共建
为媒，江苏省审计厅法规与审计处
主动为八都建筑进行审计业务培
训，提升企业业务水平。

为进一步推动校企融合发展，发
挥产学研等资源集成优势，强化人才
培养，苏州市职业大学党总支与太湖
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进行党建
结对共建，并联合开展“党建聚力育
桃李、产业融合促振兴”开放式主题

党日活动。依托党建共建与产学研交
流平台，帝奥电梯和南通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创建帝奥电梯工程学院，全方
位、常态化、订单式推进电梯人才培
育合作。

震泽镇联星村党总支和通鼎集团
党委在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基础上，
持续深化村企结对共建内容，建立村
企结对长效帮扶机制。齐心村党委、
众安桥村党总支与苏州农商行震泽支
行党支部进行结对共建，积极推行阳
光信贷，计划通过整村授信。

国强 雪祥

吴江区震泽镇：党建共建活动促进高质量发展

泗阳县新袁镇坚持党建引领，把
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之务，把提升
能力素质作为干事之基，通过“三
气”工作法，激活后备干部队伍的

“源头活水”。
汲取营养“长才气”，因时启动青蓝

工程培养计划，培养善学善成的智慧
人。“依托青蓝工程，我们每周组织镇村
后备年轻干部召开晚自习，实现在常学
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
定理想信念、在善思善悟中砥砺初心使

命。”新袁镇组织委员李文慧介绍。
选准方向“有底气”，培养信仰

坚定的有志者。新袁镇为了充分展
现“头雁”作用，达到明晰思路、
经验共享的效果，定期开展书记讲
坛。“通过晒实绩、亮思路，讲问
题、谈对策，传经验、找短板，不
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更是在展示
中学会要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
受的方式方法开展工作，真正打通
为群众办实事‘最后一公里’。”葛

圩村党支部书记孙玲玲说。
脚踏实地“接地气”，培养勇于创

新的实干家。该镇基层干部特别是年
轻干部勇挑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硬
担子”，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一心扑
在事业上，不断化解难题，解决群众
的“急难愁”，跑好属于自己的时代接
力棒。“当前基层党建、乡村振兴、项
目招引等工作千头万绪，需要抢抓每
一个时间节点。通过开春的‘奔牛’
领跑、晾晒承诺，也坚定了我用脚步

丈量民情、用脚印记录民意的决心。”
马庄村党支部书记颜敏道出心声。

“前行路上，心有定力方能行稳
致远，练好脚力方能驰而不息。我
们将一如既往地搭好舞台、提供平
台，努力铸就一批仰不愧组织培
养、俯不怍群众期待、内不负初心
使命的‘源头活水’，为全镇实现又
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新袁镇
党委书记陈述如是说。

王岩 刘耀先 周帆

泗阳县新袁镇：坚持党建引领，激活后备队伍“源头活水”

日前，泰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和泰
州市交通产业集团党委以“党建联盟”
为载体，联合开展了泰州市交通运输行
业党支部书记培训活动，拉开了以“学
百年党史 铸交通铁军”为主题的庆祝
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此次培训集中了市交通运输局33
个基层党支部以及市交通产业集团32
个基层党支部的书记，此外还有双方党
务工作人员共同参加。大家参观了市
交产集团鑫福里项目部等党建示范阵
地，并就党建工作经验展开热烈交流，
进行了专题业务培训，夯实了基层党组
织的建设基础，提高了基层党支部书记
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年内，泰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还将
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全系统广大党
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讲
纪律守规矩，为建设“人民满意的交通枢
纽城市”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泰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龙根介绍，以高质量党建工作为引
领，“十三五”期间，泰州累计完成交通
建设投资520亿元，比“十二五”增加
210亿元；“十四五”期间，该市还将继
续把交通系统党建摆在首要位置，推动
全系统党员干部牢记使命、埋头苦干，
力争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600
亿元目标。 王进 高余胜

泰州交通部门启动
“学百年党史 铸交通铁军”系列活动

3月 20日，常州经开区横山桥镇
在常武第一党支部纪念馆举行常州市
委党校“红博士”志愿宣讲队送教进基
层暨横山桥镇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宣讲
启动仪式。

知史鉴今，行以致远。“王玉如，原
名仇裕庆，1906年7月生于横山桥后
街。1926年2月，在横山桥镇包合兴
南货铺中，他和包焕赓、朱云峰唱响了
国际歌，庄重宣告中共横山桥支部成
立。自此，武进县第一面鲜红的党旗
在横山桥冉冉升起，无产阶级革命的
星星之火迅速在常武大地燎原……”
在常武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内，横山桥
镇“青骑兵”理论宣讲员生动讲述常武
地区第一党支部——中共横山桥支部
创始人之一王玉如的故事。一堂看得

见、听得到的实境党课，让党员群众实
实在在领悟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勇
于奉献的高尚精神。

新起点矢志薪火相传。仇洪祥是常
武第一党支部创始人之一王玉如烈士的
侄子，也是常武第一党支部纪念馆的荣誉
馆长。宋建清是横山桥镇原党校校长，对
横山桥的红色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研究。
如今，他们又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常
武第一党支部“初心课堂”宣讲员。

作为常州市委党校“红博士”志愿
宣讲队送教进基层活动的第一站，横
山桥镇也将依托红色阵地，通过与市
委党校联合提供授课服务，把专家请
进来、把优质课程引进来，让党员群众
真正上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切实提高学
习教育实效。 刘吉林

常州经开区用好红色资源“活教材”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虽然当时环境艰苦、危机四伏，但
我们斗志昂扬，必胜的信念从未动摇。”
日前，句容茅山镇纪委认真组织开展

“学党史守初心”教育，并组织年轻党员
来到86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朱万除家
中，聆听他讲述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

对年轻党员而言，红色历史既是一
本厚重的教科书，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朱万除向年轻党员们回忆起了
自己16岁参军入伍，和战友们一同参
与物资运送，在前线战场奋不顾身展开
夜行军的经历。回忆起和自己同甘苦、
共患难的战友们，朱万除不禁热泪盈
眶。在谈到自己和战友们通过英勇顽
强的战斗，取得一次次胜利时，他内心

的自豪与激动之情更是深深感染了聆
听故事的所有年轻党员。

参与此次教育的年轻党员们纷纷
表示，重温红色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既提高了思想认识，又进一步锤炼
了党性，增强了自己传承红色基因、践
行使命担当的信心和决心。“朱爷爷是
坚定理想信念最好的证明人，他讲述
的故事真实感人、催人奋进，使我们有
了更为深刻的思想觉悟，为我们注入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茅山镇纪检室主
任许阳艳表示，要以老战士为榜样，在
今后的工作中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群众放在心上，为乡村振兴作出应有
的贡献。 许阳艳 顾辉

句容茅山镇纪委
强化党性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新四村的村名原来是这样来
的”“革命先辈曾经在我们这里战斗
过”……近日，泗阳县裴圩镇开辟了党
员冬训新阵地，组织年轻党员走进洪泽
湖斗争纪念馆，重温革命历程，强化党
性修养，将理论讲学与实境教学相结
合，把身边的“红色故事”讲好，让党员
冬训工作有新意、接地气、增实效，确保
冬训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在今年的党员冬训工作中，我们
更加注重提升群众在党员冬训中的获
得感，将冬训活动延伸到基层末梢，让
群众听得懂、听得透。”裴圩镇党委书记
张海斌介绍，该镇组织了5个文艺团
体，充分发掘当地红色历史文化，通过
编创、排演小戏等文艺作品，利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所等基层社区文化阵地
开展演出，把婚事缓办、丧事简办等人

情减负的文明新风“宿9条”融入进来，
体现大主题、大道理，使理论宣讲作品
生动鲜活，让党员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教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文
明新风深入人心。

在今年的党员冬训工作中，裴圩镇
将党员冬训与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
深度融合，充分运用镇内的洪泽湖斗争
纪念馆、“党员政治小屋”等“实境课
堂”，引导党员干部讲好“裴圩故事”，增
强奋进力量。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坚持

“实”字当头，充分发挥冬训工作“补钙
强身”“充电续航”的积极作用，将党员
冬训作为激发党员活力、凝聚党建力量
的重要抓手，切实把冬训成效转化为统
一思想、凝聚人心、激发干劲的自觉行
动，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王业典 郑雄 熊新江

泗阳县裴圩镇
“实境课堂”为党员冬训聚能增效

近年来，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始终
把强化党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领导
放在首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党
建带统战，以统战促发展，助力民营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党建引领强基础。河口镇统
战部门与组织条线积极会商，共同参与
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推动党的组织和党
的统战工作向民营经济领域有效覆盖，
不断夯实民营企业统战工作的组织基
础。目前全镇共有17家民营企业建有
党支部，其中有2家建立了党组织阵地。

二是党建引领抓提升。河口镇统战
部门自觉做到把党的领导贯穿统战工作
全过程及各领域，引导民营企业不断巩
固思想政治基础，提高政治站位。中天
科技集团以党建做强生产力，做实竞争
力，做细凝聚力。集团党委充分利用QQ

群、企业微信群、公司邮箱、OA系统党建
门户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通过“三会一
课”、组织生活日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
培训，不断提升党员队伍素质。

三是党建引领促发展。河口镇统
战部门持续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统
筹力度，加大对商会和民营企业党组织
指导帮助，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发展的
各个层面。中天科技集团通过“把优秀
员工发展成党员，把优秀党员培养成高
管”政策的执行，目前集团高管中党员
比例达86%。2020年中天科技跻身全
球十大电信基础设施品牌，同时实现新
型5G漏缆服务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5G网络全覆盖，透明氟膜获得TUV莱
茵认证等。总裁薛驰被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薛如根、刘志忠荣获“南通
市劳动模范”称号。

如东县河口镇
“党建引领”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