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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至7月工作内容（总第 8 期）                       机关委员会 2019年8月25日 

 

 本期导读 

 编者按  

根据各方反馈，本期简报试行改版，以期便利浏览。六七月学期底，最为繁忙，很多支

部仍强化党建，有声有色的开展了政治知识学习、重温入党誓词、外出交流与参观、支部会

议等工作。机关党委也继续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上井冈山感

受革命激情，返学校组织心得交流，并启用了机关党委网站。八月底、九月里，期待我们共

同努力，增质保量做到基础动作，凝心聚力冲刺特色创新。 

 

 机关党委动态  

 6月19日，前往中国农业大学调研党建与工会共建情况 

 6月29日，第二批次参训党员“七一”在井冈山重温入党誓词 

 7月5日，六支部党员群众参观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厅 

 7月9日，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交流座谈会暨青年学习读书会举行 

 7月9日，机关党委委员举行会议 

 7月，机关党委网站启用 

 

 党支部动态  

 6月10日，校工会党支部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部署 

 6月10日，人才办党支部召开支部会议 

 6月10日，外联基金党支部与浦发银行望京支行党支部结对共建 

 6月10日，党政办党支部组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专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 

 6月20日，国际合作处党支部组织学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 

 6月21日，基建招标党支部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活动 

 6月25日，团委、艺教中心党支部举办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 

 6月26日，网信办党支部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6月28日，学生处党支部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主题党日活动 

 6月，档案馆党支部开展书记、党员同讲中国革命史主题党日活动 

 

华北电力大学 

机关党委党建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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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党委宣传部党支部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1日，团委、艺教中心党支部举办“庆祝建党98周年、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 

 7月2日，统战部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 

 7月3日，人才办党支部在主楼D337室组织召开支部会议 

 7月5日，党委教师工作部 人事处党支部开展“学习强国挑战答题”活动 

 7月5日，校工会党支部前往航天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学习 

 7月12日，档案馆党支部与北京农学院校友校史办、档案中心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12日，基建招标党支部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活动 

 7月13日，网信办党支部举行 “追寻先烈足迹、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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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党委动态  

 

前往中国农业大学调研党建与工会共建情况 

6月19日上午，在校工会党支部书记、校工会

常务副主席林长强的联络组织下，机关党委副书

记王硕与校工会副主席张利等人一起，前往中国

农业大学工会进行调研学习。 

在座谈交流中，中国农业大学工会常务副主

席张海涛介绍了中国农大的工会整体情况，以及

高层次人才红色实践教育、党建与工会共建等情

况。中国农业大学机关工会主席陈旭中介绍了机

关工会的工作，机关工会与机关党委的联动情况。会后，大家参观了中国农业大学工会与机

关党委共用会议室，以及国际学院的教职工活动空间。 

 

第二批次参加主题教育党员“七一”在井冈山重温入党誓词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适逢党的98华诞，

机关党委参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井冈山

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的党员们于当日上午在机

关党委委员、审计处副处长朱晓林，计划财

务处党支部书记、处长胡东星的带领下，聚

集于井冈山北山烈士陵园小广场。大家以鞠

躬致敬的形式，深切缅怀为党和国家抛洒热

血的先烈；以重温入党誓词的形式，庆祝党

的生日、宣读我们华电党员的誓言。 

此次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是机关党委组织的第二批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井冈山红色

主题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去年11月，机关党委

已成功组织过35人参加。此次，机关党委继续

动员了14个支部的38名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在6月29日至7月1日前往井冈山继续开展了红

色主题教育活动。 

在为期三天的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中，同志

们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在现场

教学中，实地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黄洋

界哨口、大井毛泽东旧居等革命遗址，以及茨

坪旧居、红军造币厂、小井红军医院、小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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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烈士墓和北山烈士陵园，深入感受“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创新路，依靠群

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在6月29日晚上还组织了专题教学环节，邀请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部副主任、井冈

山斗争史和井冈山精神方向研究员王春花，为

大家做了《感悟历史传承精神》的精彩讲座。

6月30日晚上，同志们分为四组，开展了座谈

交流。 

在返校之后，同志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要继承弘扬井冈山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转变作风、真抓实干，

争取将本次活动在心中所焕发出来的热情，转

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果，为学校

“双一流”建设凝心聚力。 

 

六支部党员群众参观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厅 

7月5日下午，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化

党建工作，在校工会党支部的联络帮助下，机关

党委组织了15名党员、群众前往航天城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学习，并参观了内部展厅。 

机关党委副书记王硕，机关党委委员朱晓林，

外联基金党支部书记、外联部副部长李宁，校工

会党支部书记、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林长强等同志

以及来自六个党支部的同志，在讲解员的带领大

家实地参观。在宽大明亮的展厅里，陈列着各式

各样的1：1比例的卫星模型、返回舱实物和其它

空间设备，展厅带给大家的震撼与讲解员的深入

讲解，使得大家心潮澎湃，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

义情感。大家还在荣誉榜上发现了著名校友科学

家张庆君的名字，出现了多次，这也令大家倍感

自豪。 

 

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交流座谈会暨青年学习读书会举行 

7月9日下午，机关党委“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交流座谈会”在校友之家召开。会议由机

关党委副书记王硕同志主持，机关党委委员及机关党委参加“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座谈。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何华同志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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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是机关党委组织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井冈山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也是机关青年学习读书会的第六期。会上，参

加了去年、今年两批次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的

25名同志依次结合活动经历，从“十九大精神”

解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井冈山精神”、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和学校

“双一流”建设等等多个角度作了交流发言。

过程中，同志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去年11月何华副书记在井冈山亲切看望了

参加“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第一批次的同志

们，并与大家进行了一次生动的井冈山精神座

谈，这一次他受邀再次与同志们座谈。何华副

书记就同志们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并指出，机

关党委为机关同志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搭建了平

台、提供了载体；希望学习过程中，同志们要

更加注重将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相结合，做到

入脑入心入行，而且有反思和总结；要更加注

重设身处地的置换到革命先烈所处的情境中，查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在实际工作中，要

始终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提高政治站位，严明工作纪律；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始终坚持

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艰苦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加强思

想作风建设，不断提升为广大教职工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他强调，每个人心中都应该矗立起

一座无形的“井冈山”，作为人生丰碑时刻擦亮，汲取人生前进的力量。 

 

机关党委委员举行会议 

7月9日下午，在主楼D547机关党委党建活动室，机关党委委员会举行了会议，王硕、王

子杰、孟大伟、窦雅萍、朱晓林等五名委员参加了会议。根据上级工作要求，会议交流讨论

了两份违纪案件的相关报告内容，并分别予以了表决。会上，还对井冈山红色学习教育活动、

党支部建设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对下学期的党建工作重点进行了讨论。 

 

机关党委网站启用 

为了建设好党建信息平台，在网信办党支部的支持与各支部协作下，经过一学期的筹备，

在马新科等同志的努力下，机关党委网站（https://jgdw.ncepu.edu.cn/）已经完成基本建

设，于7月初开始启用并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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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支部动态 

校工会党支部 

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部署 

6月10日上午，校工会党支部在主D235开展了支部学

习活动，活动由党支部书记林长强同志主持，支部同志们

参加了此次学习活动。 

林长强同志组织党员们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随后，学习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体工作部署情况，深入了解了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认真领会“四个要求”，

牢记党的宗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结合主题教育内容，校工会党支部强调了为教职工服

务的宗旨初心，布置了近期工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人才办党支部 

组织召开支部会议 

2019年6月10日，人才办党支部在主楼D337室组织召开支部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刘

明军同志主持，支部赵友君同志因去往甘肃参训缺席。 

会议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会议指出《纲要》是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阐

述，有助于我们党员及群众更好的学习理解把握

这一思想，我们应当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辅助

读物，不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入脑入心，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

时会议还对部门工作进行了梳理和部署。 

 

外联基金党支部 

与浦发银行望京支行党支部结对共建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党支部之间的交流合

作与优势资源互补，推动党建质量提升。6月10日下午，外联基金党支部与浦发银行望京支

行党支部结对共建暨助学金捐赠仪式在浦发银行望京支行举行。浦发银行望京支行党委书记

兼行长牛昆同志，支部党员张颖、赵薇、王郢、殷婷婷等同志，外联基金党支部支部书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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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同志以及支部成员周华、王吉飞、李晓伟、梁玉超、孙守伟、李凝鑫等同志出席仪式。 

牛昆同志首先代表望京支行党支部对华北电力大学各位领导和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

介绍了浦发银行望京支行党支部的发展情况，希望双方通过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进一步加深

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定期组织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同时将一如既然地重视对华电困难学生

的资助工作，全力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更

加专业、更为全面的技术、资金服务和支持。 

李宁同志对望京支行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捐赠资金助力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表示感谢，

对望京支行在企业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表示肯定和赞赏，希望借助党建活动

引领，推动双方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展现学

校和银行在新时代的责任和担当，不断增强双

方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提升党

建工作水平，打造特色党建活动品牌，努力促

进双方支部党建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她就下

一步共建学生实习就业平台、举办金融知识进

校园主题讲座等特色活动也提出建设性构想。 

会上，在双方党员的见证下，牛昆同志将

资助金发放给资助学生代表，我校经管学院经

济1702班刘心茹同学。 

 

党政办党支部 

组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专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 

6月10日下午，党政办党支部在D925会议室

举行了主题党日活动，与会党员认真学习了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专题学习文件汇编》的相

关内容，开展了一次深入的集体专题学习。 

党政办支部书记陈溪同志向与会党员们传

达了政治建设相关学习的重要性，希望大家深

刻理解在高校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意义。

他带领大家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的意见》，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要求、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

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组织实施等六个方面，为大家做了认真深入的解读。 

党政办副主任孟大伟同志带领大家学习了《中共北京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的措施》《关于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若干措施》，对其中的主要内容，

带着大家进行了集体学习，并对重点内容进行了分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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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处党支部 

组织学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 

6月20日，国际合作处党支部组织了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习近平

主席讲话精神。党支部书记段春明同志首先发言，认为习近平主席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

的历史眼光把脉世界大势，为世界各国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方向；我校积极

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深度合作、互学互鉴，全面加强人才培养

工作和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通过共创可再生能

源创新中心、搭建能源电力领域高水平智库、

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合研究等方式，服务于

中国能源电力企业“走出去”。其他党员同志

相继发言，纷纷表示应以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

为指导，在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中不断提高思想

认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在学校高

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国际交

流合作的重要支撑作用。 

 

基建招标党支部 

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活动 

6月21日，基建招标党支部开展学习《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主题党日活动。支

部书记赵秀国同志组织大家集中学习了《条例》

的内容。支部同志们还重点讨论了第二章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大家一致认为：党员教育意义重大，绝不能

生搬硬套文件要求从“形式”上敷衍了事，而要

在实际成效上动脑筋花心思，比如落实在“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中，既要注重仪式感，

更要灵活形式、丰富内容，既要积极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又要密切联系实际，让学习生动

有趣，让活动更丰富多样，让党内教育更接地气有生气，不断激发党员干部主体作用，在教

育管理工作中形成互动互助的良性机制。赵秀国同志强调，要把条例内容落实到支部党建工

作中，把学习日常化、习惯化，为建设“双一流”大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团委、艺教中心党支部 

举办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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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 日，团委、艺教中心党支部举

办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活动。会议主题为学习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会上，党支部书记王集令同志表示，这

是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党支部建设的基础主干

法规，全体党员教师要加强学习，并通过学习

强国 APP进一步深化理论修养；同时，党支部

要按照学校上级部署，适时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

部的鲜明导向，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支部全体党员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党支部建设的理解，表示在接下来的主题教育活

动中，要认真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确保学习有成效、工作

有实绩。会上，党支部副书记谢昂均同志还就“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活动情况进行了通报，

并通报了下一次活动主题。 

 

网信办党支部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6 月 26 日下午，网信办党支部开展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首先，杨万华

同志以 PPT 授课形式传达并学习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会议的精神。他从本次会议召开的

背景、重大意义、，目标任务、重要措施和明确

要求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解读，并详细阐述了

四个“迫切需要”和四个“就是要”的标准和具

体要求，对进一步的学习做了强调。 

杨万华同志还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部署要求进行

了详细解读和学习。他还指出暑假将至，大家要妥

善安排好假期中的各项工作，把先锋模范作用体现

在工作中，发挥到岗位上，切实做到身先士卒，发

扬担当精神。 

与会同志们结合主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学生处党支部 

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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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8周年来临之际，学生处党支部

于6月28日开展集体学习。 

支部向全体成员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

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通过一同观看依据

条例制作的微动漫，在生动形象的图文讲述

中全面了解了条例的内容。在本次集体学习

的基础上，支部还要求党员同志在会后进行

深入的个人学习，以条例严格要求自身并用

以指导实际工作。 

会上，支部印发了华电党纪[2019]1号《关于对学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开展集中

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全体党员进一步对身边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进行自查自纠。随后，

与会党员一起观看了十九大公开课《党的纪律建设》。通过学习视频，支部成员深切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严明纪律的优良传统。 

最后，党支部书记沈岚同志强调，全体党员要不断深入学习党员管理相关文件精神，通

过共同学习和有针对性的改进，促进工作提升。 

 

档案馆党支部 

开展书记、党员同讲中国革命史主题党日活动 

6月，在档案馆党支部书记陈军同志的倡导下，档案

馆党支部开展持续一个月的书记党员同讲一本中国革命史

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利用每周支部例会的时间，采取谁擅

长谁讲解的形式，党支部书记带头，分章节、分篇目进行

讲解《中国革命史》。 

活动中，老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唯书本，结合

自身的经历，向年轻党员讲解鲜为人知的英烈事迹，分享

中国革命战争史的感人故事。年轻党员借助多

媒体，结合音视频对中国革命史进行生动诠释，

让党员群众从多个视觉加深对中国革命史的了

解。 

在互动环节，群众、党员踊跃发言交流。一

起学习探讨革命战争史的同时，也增进彼此的

了解。活动开展一个月来，各位党员的讲解形

式别开生面，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这也

是档案馆党支部首次探索采取党员群众互动的

形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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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宣传部党支部 

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1日，宣传部党支部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

学习活动，活动由宣传部党支部书记陈志主持。

在陈志同志的带领下，党支部全体成员对《中国

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条例》进行了深入学习。陈志同志还

强调，大家里要加强学习，利用好“学习强国”

这一平台，用理论武装自己，并将理论应用于实

践，努力做好宣传工作。 

 

团委、艺教中心党支部 

举办“庆祝建党98周年、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 

7 月 1 日下午 2 点，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活动正式开始，支部成员首先观看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视频，随后，支部成员先后讨论发言。 

王悦同志表示，从事艺术教育，要将学生

的思想、艺术文化提升，通过实践课深化学生

的理论。肖姝同志表示，教授学生艺术课，需

要传递更多正能量，多做一些尝试，这样主题

教育更加生动活动。王新军同志表示，为人民

服务，为学生服务，这是教师党员的使命，要

不断提升自己理论涵养，影响更多的学生，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党支部书记王集令同志做

总结发言，谈到当前思政教育是个大热点，我

们可以做更多探索，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要认真研读，举办活动切忌娱乐

化，而是要达到思想性质的融入，要将理论学习用到工作上，切忌形式主义。 

随后，王集令同志领誓，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会议在国际歌中结束。 

 

统战部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  

7 月 2 日，党委统战部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活动，大家认真

学习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根本任务、总体要求和具体目标等，

并深入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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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窦雅萍同志指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恰逢其时，支部全体党员要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践行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条例》树立了党的一切

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今后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加强支部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人才办党支部 

组织召开支部会议并交流井冈山学习心得 

2019年7月3日，人才办党支部在主楼D337室组织召开支部会议，会议由刘明军同志主

持。会议进行了学期工作梳理，比对工作计划，查漏补缺，确定7月部门重点工作安排。 

支部成员赵友君、年中华两位同志参加了机关党委组织的井冈山红色教育活动，对井

冈山精神有了深刻的感悟及理解。赵友君同志表示：通过这次实地学习，深知革命的艰辛，

对可歌可泣的井冈山斗争和井冈山精神，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思考与共鸣。年中华同志谈到：

此行印象最深的时刻是7月1日当天在北山烈士陵园，吊唁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面向鲜

艳的党旗、国旗，全体成员庄严宣誓。12句80字的铿锵诵读，再一次让党员坚定了心中的信

仰，又一次的宣誓让人血脉喷张，初心不改，使命仍在。通过分享交流，支部其他成员虽未

能亲身赴往井冈山，但也收获颇丰，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井冈

山精神践行到为学校师生服务中去，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作出新贡献。 

 

党委教师工作部 人事处党支部 

开展“学习强国挑战答题”活动 

 

7月5日下午,党委教师工作部 人事处党支部

开展“学习强国挑战答题”活动。活动依托学习

强国APP的挑战答题功能，党支部书记张新娟同

志与全体支部成员，分成三组进行答题闯关比拼。 

通过此次挑战答题活动，增强了支部成员的

凝聚力，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同志对“学习强国”

学习的积极性。 

 

校工会党支部 

前往航天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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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下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校工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航天城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学习，体验航天精神，不忘初心，感恩奋进，砥砺前行。 

在讲解员的带领大家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行实地参观。在宽大明亮的展厅里，陈

列着各式各样的 1：1 比例的卫星模型、返回舱

实物和其它空间设备。讲解员还介绍了有关中国

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气象卫

星、通讯卫星、海洋探测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以及“神八”返回舱、航天员训练等情况。 

在参观活动中,大家深刻感受到了科技、创意、

文化等新理念给我国航天事业带来的深刻变化,

为国家在航天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振奋,支

部党员纷纷表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要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校工会各项工作

迈上新台阶。 

 

档案馆党支部 

与北京农学院校友校史办、档案中心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12日，北京农学院校友校史办公室主任

马俊云、档案中心梁红英等3人应档案馆党支部

邀请，莅临学校档案馆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档案馆全体党员群众参加活动。 

首先，与会全体人员在党支部书记陈军同

志的带领下一同参观了华北电力大学校史馆，

学校宣传部祁学飞同志结合校史实物与老照片，

对华电的60年风雨历程进行精彩讲解。 

会上，两校校史档案同仁围绕党支部建设、

校友工作、校史工作、档案工作及年鉴工作等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并一起观看了视频节目

《不忘初心》。最后，马俊云、梁红英一行还参观了学校档案馆，档案馆党支部向来宾赠送

了《华北电力大学校史1958-2018》及《华北电力大学年鉴2018》。 

 

基建招标党支部 

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活动 

7月12日，基建招标党支部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主题党日

活动。因为提前给支部同志们发了学习材料，本次学习过程以发言和讨论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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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同志们都做了踊跃发言和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是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意义十分重大。

抓好党支部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是稳固政权，稳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

“根基”，是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凝聚力、战斗力的

“核心”。新时代党支部建设重点应让党支部成为

党员干部提高党性、加强政治思想建设的“精神驿

站”。支部书记赵秀国同志也谈到，党支部作为最

基层组织，是学校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因此我们

必须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坚持打牢基础，使党支部更加充分地

发挥主体作用，服务好大学“双一流”建设。 

 

网信办党支部 

举行“追寻先烈足迹、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为推进学习型党支部建设，加强党性修养，

筑牢信仰之基， 7月13日上午，网信办党支部全

体党员及部分员工赴雄安新区开展“追寻先烈足

迹、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首先，网信办党支部全体党员及部分员工来

到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中心内的各种现代化

设备，让人耳目一新。绿色和生态是市民服务中

心最大的特点，所有人员必须换乘新能源车进入

园区。在这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智慧创新”护航

“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 

随后，党支部前往白洋淀抗战纪念馆，详细

了解了抗战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纪念馆内，

小渔船、雁翎、步枪等实物以及大量历史照片把

大家又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白洋

淀雁翎队的队长、侦查员赵波的故事（文学作品

小兵张嘎的原型）感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大家纷纷表示，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

定会追寻先烈足迹、牢记初心使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 

 

     （编辑：吴羽飞 王硕） 

报：上级领导 

发：机关党委委员，各党支部书记及委员，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