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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活动

■2016 年 5 月 10 日

3

山东新合作召开“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动员会
党建工作是企业凝聚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也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
保障。 新合作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按照总社党组和供销集团党委的要
求，认真落实“一岗双责”，通过党建工作促进业务工作，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运
转中枢和参谋助手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4 月份，新合作集团及其所
属公司党组织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党建活动，以党的建设为指引，进一步增强党
建工作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动力量、影响力量、战斗力量，使党组织真
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使党员真正成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先锋模范和带头
人。

新合作集团党委各基层党组织
按期完成换届工作
本报讯 为强化新合作集团基层党
组织建设规范性工作要求，切实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近期，新合作集团
党委制定了《落实 < 中国供销集团落实
总社直属机关党委扩大会议工作安排
> 的工作安排》， 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按
规范程序进行换届工作。

集团党委办公室认真落实《工作安
排》要求，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
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规定，对各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进行指
导和督促。 经新合作集团党委批复，集
团总部党支部、河南新合作党委、灵宝
新合作党支部三个党组织分别于 4 月 5

日和 8 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完成了换
届工作。 新合作集团党委要求新一届基
层党组织认真组织好“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和“三会一课”等工作，进一步加强
党建工作，为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企
业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集团党委办公室 查玉婕）

兖州新合作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 5 月 3 日， 兖州新合作公司
召开
“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学习教育活动动员会。会议由公司党
总支书记、董事长王连臣主持，来自各岗
位近百名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活动。
王连臣指出，公司各级党组织要以
党支部三会一课、股室讨论学习、干部
自学等形式，引导督促全体党员认真学
习党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
自律准则、 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
真正做到在工作中以学党章党规为纲
领，在为民服务中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为行动指南，在为人处事中

要树立优秀党员的标杆。
王连臣强调，要把学习系列讲话的
落脚点放在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
行动上，全体党员干部要落实好“学而
知”的要求，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
到吃透实质、融会贯通；落实好“学 而
信”的要求，在思想深处信，最终真正转
化为个人的价值追求；落实好“学而行、
知行合一”的要求，把学到的思想理论、
形成的观念认识付诸具体实践，创造实
实在在的工作成果。
王连臣要求，全体党员要结合“三
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干部学

习大会， 对照党章主动查找思想差距、
作风差距、工作差距，积极谋划公司发
展大计；要讲政治、讲党性、讲担当，主
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底
线，增强实干意识，成为履职尽责、干事
创业、勇于担当的党员干部。
他指出，“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是党员干部必备的素养，全体党员干部
要通过践行“两学一做”来自觉坚定理
想信念，要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每名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
识。
（兖州新合作 肖敏）

十堰新合作组织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学习
本报讯 4 月 25 日，十堰新合作党
总支组织公司全体党员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教育专题学习会议。 会议组织学
习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
势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条律》、
《党风廉政建设业 务 知识》 等专 题 课
程。 会议要求各个党员干部增强对党
风廉政建设艰巨性、紧迫性、长期性的
认识。
公司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刘
美娟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内容，向党中央看齐，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起来；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
识，齐心协力拿起纪律这把管党治党的
尺子，把纪律挺在前面，让纪律立起来、
严起来，切实抓好“两个责任”的落实；
要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
线，增强廉洁自觉性，保持党员干部的
良好形象。 ”
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张义鹏
指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全力支持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开展，一定要做好带

头作用，示范作用，要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讲纪
律守规矩,坚决维护党规党纪、政策制度
的严肃性；要切实履职尽责,把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具体落实到工作中去。
参加培训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一
定要自重、 自省、 自警、 自励， 把握
好自己的人生航向， 坚决抵制各种诱
惑， 做一个“为民、 务实、 自律” 的
党员干部。
（十堰新合作 李稳）

泰山新合作召开“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
本报讯 5 月 1 日，泰山新合作党委
隆重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
泰山新合作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参加，董
事长张忠先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
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
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
张忠先在讲话中指出， 泰山新合
作全体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要认真学
习、贯彻执行“两学一做”精神，认真落

实“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的要求，自觉
尊崇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以 党
章党规立标定位、规范言行，自觉用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促使广 大党
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 进一步树立清风正
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

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经营 、
工作、 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
作用，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 张忠先
强调抓好学习教育，事关长远、责任重
大。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局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和更加务实的作风， 精心组织开展好
学习教育,抓出实效，推动各项工作上
台阶。
（泰山新合作 黄罗锦）

本报讯 4 月 29 日， 山东新合作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
员会议，按照中央、省市委及区委关于“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认
识，推动活动开展。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王希明出席会议并上党课。
王希明强调，在具体工作中，要深入学习
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一种习惯；要强化
四个意识，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在思想上、言
论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维护中央权
威，对中央决策及时跟上、坚决贯彻，不能有
丝毫含糊和动摇；要严守党纪国法，知敬畏、
明底线、守规矩，切实做到党纪国法不可违，
廉政红线不可碰；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站在“为消费者”
原点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把党的政策
主张要求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 激发全员
职工工作的积极性；要按照年初制定的“争一
流、上水平”工作目标作为实践载体，担当作
为、创新实干，争做优秀共产党员，不断推动
企业发展。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娄底新合作开展
“两学一做”专题学习培训
本报讯 4 月 16 日， 娄底新合作公司党
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培训。 娄底市委组织部基层办副主任吴昌
前，娄底经开区党群部副部长李彩兰出席培
训活动。
吴昌前重点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对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享有的权利、党的
组织制度、党的干部和党的纪律等知识进行
了认真宣讲。 他强调，《党章》是中国共产党
智慧的结晶，而党纲是党章的灵魂，全体党
员干部务必以“真学、真懂、真信”、“修身、养
性、齐家”、“爱岗、敬业、守纪”为准则，争做
一名优秀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娄底新合作 欧阳宪章)

新合作常客隆召开
全体党员大会
本报讯 4 月 8 日，新合作常客隆召开全
体党员大会。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
经理包乾申同志做了题为《学习五中全会精
神，推动新合作常客隆稳步发展》的党课专
题报告，要求公司全体党员充分发扬新合作
常客隆“艰苦奋斗的扁担精神、创新谋变的
时代精神、坚持实干的拼搏精神，按照党的
要求，弘扬党支部精神，发挥党员干部作用，
积极抓好六项工作： 一是围绕全年经济指
标，抓好扩销增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
二是全面实行绩效改革， 提高员工收入水
平；三是继续做好与董浜镇里睦村的村企挂
钩工作，加强基地建设，助农增收；四是加快
农村电子商务一村一品发展，努力打造跨境
电商，打开进口商品自采渠道；五是在提高
农村城镇化建设和网点建设上有突破，全力
打造农村小型购物中心新业态；六是全面做
好上市准备工作。
会议听取了 《关于建立党员分类管理、
积分考核制度的意见（试行）》，并通过了周
雪芳、钱雅彬两位同志为发展对象。
（新合作常客隆 仇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