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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开展十月工作例会 

 

2020年 11月 2日，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十月工作例会在

新办公楼 206会议室召开，党委组织部邹均部长和李毅老师到场

指导，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全体干部参加此次会议。 

在会上，中心各个部门依次汇报 10月工作开展情况及 11月

工作计划，通过 例会畅通各部门

间的工作交流； 中心副主任丁小

洋同志从组织 架构层面对中心

全体干部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要

求，要求全体干 部将清正廉洁内

化于心，外化于 行；中心副主任

贺清鹏同志在工作责任追查上要求中心每一个干部都落实自己

工作中的责任，齐心协力将工作落到实处，将学生党员实践教育

中心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校 2020 年第二期入党初级培训顺利举行 
 

为提升广大学生思想觉悟，引领团员青年早日加入党组织，

11月 6日至 11月 7日，2020年第二期入党初级培训双桥校区顺

利举行，900余名入党申请人参加本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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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培训动员会，由学生党员

实践教育中心副主任贺清鹏同志主持，主要向入党申请人作训前

动员，介绍党课学习的目的、内容、考核制度以及班级管理，让

学员们了解学习规则并重视培训。学生党员实践中心文化宣传部

副部长王俊瑶同志为学员们教唱《党员先锋之歌》，激起学员们

向党靠拢的热情。 

第二阶段为党课讲座。本期培训邀请到纪委书记唐小勇同

志、组织部部长邹均同志、党委武装部部长熊力同志、党总支双

桥校区党总支书记谭思宇同志、

双桥校区党总支副书记孙建同

志、电子信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宁俊龙同志以及双桥校区孙靖、

杨斯琪、李杰等 3名辅导员为学

员们授课。讲授包括《坚定理想

信念，明确政治方向》《端正入党动机，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

党》《党员的权力和义务》《践行四讲四有，做合格党员》《全

方位解读学习党的章程》。   

通过培训使入党申请人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努力方向，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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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暨党课学习活动 

 

2020年 11月 5日下午，机关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在学校办公

楼第三会议室召开了党员大会暨党课学习活动，会议由支部书记

姜庆洲同志主持，机关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本次党课学习的主题为“十九届五中全会要点学习”，由机

关党总支统战委员程国园同志主

讲，重点从一个重要判断、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 10 个

方面决定性成就、我国发展环境

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到二 0 三

五年要实现的 9 个方面远景目

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6方面主要目标、实现奋斗

目标的 12 方面具体措施等方面，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详

细深刻解读。 

学校党委书记谭明术同志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学习，在学

习交流中，谭明术同志谈到科技创新放在“十四五”规划的第一

条，足以看出党中央对科技的重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今年肯定能够实现。在学校

领导考察对口扶贫村时，已看到新农村建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党中央的一系列举措更加坚定了全体党员理想信念，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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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百年目标努力奋斗。 

支部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李成龙同志从发展对象确定为预

备党员。 

 

 

双桥校区学生党支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2020年

11 月 11 日晚 19 点，重庆工程学院双桥校区学生党支部开展观

影主题党日活动，组织支部全体

党员集体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金刚川》。观影结束后，党员

同志们都被志愿军战士舍生忘

死、前赴后继、誓死如归的精神

所震撼，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定将大力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时刻牢记共产党员誓言，

深入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敢于担当，为培养理论基础好、

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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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学生党支部“大学生微党课”党员 
演讲进班活动——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 
 

为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培养同学们的忧患意识。2020 年 11

月 11 日 7:20，管理学院学生党支部在六教开展了“大学生微党

课”党员演讲进班活动，8名预备党员同志以“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为主题，向 2019级同学们进行宣讲。 

张秋月同志从气吞山河的

壮丽史诗出发，简单叙述了抗

美援朝背景、过程，带领大家

一起回顾了那段悲壮的历史，

主要突出了民族精神和不屈不

挠的战斗意志的重要性；特别

强调了当时艰苦的作战条件，分享了那些牺牲自己性命也要保家

卫国的烈士事迹，表达了对烈士的悲愤与尊敬，更显示了他们内

心的爱国情怀；讲到创造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当代青年应该牢

牢铭记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时刻不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

使命、责任感，要更加坚定信念为建设祖国奉献力量。 

硝烟已经远离，希望大家勿忘在那激情燃烧、浴血奋战的年

代里，那些最可爱的人所体现出来的平凡和伟大，让革命前辈的

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希望管理

学院的同学们都能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为筑造祖国美好明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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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力量！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开展“走进养老院”志愿服务活动 

 
尊敬老人、关爱老人、孝敬老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

章，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实

践教育中心于 2020年 11月 11日 13:00-17:00在松涛苑养老公寓

开展“走进养老院”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到达养老院就积

极地向爷爷奶奶们问好，活动

也在这一声声问候中开展起

来。志愿者们都用自己的方式

传递着爱心。有的和爷爷们一

起探讨书法，用毛笔沾水在地

上写字；有的陪爷爷奶奶唱歌；

有的给老人捶腿。一个简单的拥抱，一个轻轻的搀扶，都让爷爷

奶奶们热泪盈眶。老人们对物质并没有过高的追求，更需要的就

是晚辈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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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为老人送去了温暖，也让志愿者

们知晓了作为大学生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关爱老人，服务社会，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都是大学生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党支部召开第三批拟吸收
预备党员答辩大会——牢记初心，坚定决心 

 
为响应党的号召，培养优秀党员，11月 12日（星期四）12：

20，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党支部于 6203 教室召开了第三批拟吸

收预备党员答辩大会。 

会议由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

心干事王浩舟同志主持，学院党总

支书记覃华伟、学生第一党支部书

记雷宇、学生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

韩梦杰、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张景

冬、辅导员黄浩茹及学院各阶段入党申请人参与此次会议。 

大会围绕接收范开荟等 8名发展对象成为预备党员，并通过

大会讨论并决定发展对象的入党问题。 

会上，各位发展对象纷纷发言，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思想、

学习等情况做出了总结，并正确的认识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表

明将不断地改善自身、提升自我。党内同志认真倾听，并给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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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建议。会议气氛轻松、和谐，充分体现了党内的民主性，增强

了党内同志的交流。 

会议尾声，雷宇同志对此次会议进行总结。她对 8名同志表

示衷心的祝贺并给予殷切希望。最后她要求同志们要严于律己、

宠辱不惊、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在广大群众中充分体现党

员的先进性，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重庆工程学院开展 2020 年第二期预备党员 
党课培训 

 

为加强对预备党员的培训工作，提高预备党员的理论知识水

平和党性素养。2020 年第二期预备党员培训班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在六教 201 开展，共 133 名预备党员参加。此次培训，由

学校党委副书记张业平同志进行授课。 

张业平同志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题指出：学习新时代思想是全

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张业

平同志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

产生过程、内容解读、基本方略和重大意义五个方面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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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八个明确”主要内容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的重大创

新思想、创新观点进行了详实全面的解读。 

培训结束时，他对学员们强调：一是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意义、理论意

义、实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二是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自觉性和坚定性，认真、系统、深入地学习和贯彻，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 。 

经过这一阶段的党课培训学习，学员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

并增强了学员们的全局意识和民族担当精神。 

 
 

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开展志愿活动 

 

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开展增强了

我们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实质上反映了当代青年助人为乐、

甘于奉献的时代风貌和精神风貌。

在助人为乐精神地驱使下，土木工

程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于 2020年 11月 18日 13:00—17:00

在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开展志愿活动，发扬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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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乐的优良品质，让不“完美”的他们体会到快乐。此次活动由土

木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主办。 

 

 

数字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 
开展《金刚川》观影主题党日活动 

 

为加强党员干部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伟大精

神，2020年 11月 18日 13:00，数字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前往大

地影院开展《金刚川》观影主题党日活动。 

今年 10月 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

纪念日，《金刚川》正是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段发生在金刚

川上的鲜为 人知的历史。影

片中那些英 勇的志愿军战

士，在物资匮 乏、武装悬殊的

情况下，不断 抵御敌机狂轰

滥炸，以血肉 之躯一次次修

补战火中的 木桥，战士们表

现出的勇往直前，敢于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和激励着在场的每

一位党员同志。 

观影后，大家纷纷被志愿军不畏牺牲、英勇奉献的精神所感

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抗美援朝的精神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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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大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立足岗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组织抽查学《党员先锋之歌》 

 

为提高学生党员的文化气息和党性修养，进一步坚定入党信

念，2020年 11月 16日至 18日，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在 6302、

6202 等教室对我校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进行了《党员先锋

之歌》的抽查学习活动，共计 1300余人参加。 

唱响旋律，歌唱信仰。本次活动分为四个环节，第一项：全

体合唱《党员先锋之歌》，检验整体学习情况，合唱环节彰显了

集体的力量， 起到了凝聚

人心、昂扬向 上、催人奋

进、鼓舞士气 的强大效果。

第二项：部分 同学主动起

来献唱，发挥 学生党员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第三项：

分别抽查发展对象和积极分子对《党员先锋之歌》的掌握情况。

第四项：对校院两级中心干部进行抽查。 



党建工作简报（2020 年第 2 期） 

12 

 

本次活动的目的，一是为了检查各位学生党员对《党员先锋

之歌》的学习情况，发现学习问题及时改正；二是为了增强学生

党员的团结意识，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彼此间的凝聚力和协调性。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党支部 
开展“各阶段入党申请人宿舍安全文明卫生 

建设大检查”主题活动 
 

为加强学生党员宿舍安全文明卫生

建设，塑造一个文明舒适、环境整洁的

生活居住环境。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党支部于 2020年 11月 18日 20:30开展

关于“各阶段入党申请人宿舍安全文明卫

生建设大检查”主题活动，对全院各阶段入党申请人进行宿舍安

全文明卫生建设检查，参与本次活动的有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部分干部。 

活动开始前，学院组织委员张庆同志讲话，强调应加强学生

党员宿舍安全文明卫生建设，并要积极发挥各阶段入党申请人先

锋模范作用。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主任陈俊杰同志强调工

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随后，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干部组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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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队伍，对全院各阶段入党申请人的宿舍覆盖检查。各位同志都

积极配合中心干部的工作。 

通过本次活动，增强了各阶段入党申请人在生活中的责任意

识、带头意识与服务意识。同时，鼓励和要求他们带动同学们在

生活中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习惯，养成定期整理内务的习惯，

带动宿舍干净整洁的良好环境氛围，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继往开来，奋勇前行” 
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11 月例会顺利进行 
 

2020年 11月 20日 12时 20分，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学生

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11月例会于 6107教室顺利进行。 

本次会议由中心主任张思琦主持，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学生

第一党支部书记黄浩茹同志、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成员全员参

与。旨在团结党建大家庭，认真完成半期总结及后续各部门工作

安排等党建工作。 

会议中，各部门负责人总结

本月的工作安排及反思，并进行

了深刻的交流与探讨。在本月工

作中，中心同志认真配合校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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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院级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完成《党员先锋之歌》的抽查等

工作任务、自主策划“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实践教育活动。同时

在下月的工作安排中，中心也将继续深化理论学习，努力增强本

学院各阶段入党申请人的党性素质，积极开展实践教育活动，培

养集体荣誉感以及严谨、严肃的工作氛围。学生第一党支部书记

黄浩茹同志在此次会议上对中心全体成员提出问题、给予鼓励，

并表态发言，希望班子成员们团结一心，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积

极投入为人民服务的队列，全力推动党建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通过本次例会，进一步提高了中心成员之间的凝聚力、积极

性，中心成员更加明确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并保证会高效率、

高质量的完成后续党建工作，提升中心队伍素质能力，努力把中

心建设成一支先进队伍。 

 

 

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中心 
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实践教育活动 

 

11 月 21 日 13：00，计算机

与物联网学院学生党员实践教育

中心于周公馆开展“铭记历史，勿

忘国耻”主题实践教育活动。本次

活动旨在引导同志们重温历史、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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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先烈。同志们在活动中自由参观周公馆、积极参与知识问答。

最后，学生第一党支部书记黄浩茹同志进行总结，希望大家继承

和发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伟大精神。 

 

 

软件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开展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主题党日活动 
 

2020年 11月 25日软件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在红岩革命纪念

馆开展“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参观展馆

期间，每一位 同志都怀着一份

崇敬肃穆的心 情，展厅陈列着

不少革命先烈 在战斗期间留下

的生活物品、 书籍等，读着先

辈们的事迹， 仿佛又回到了那

个烽烟四起、 炮火隆隆的艰苦

岁月。通过本 次党日活动，激

励了党员同志学习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甘于奉献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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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学习交流会议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引导学生党

员更深入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找准自身

定位，激发奋斗精神，软件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于 2020年 11月

25日 17：00在 3510活动室召开了关于“十九届五中全会” 学习

交流会议。软件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39 名学生党员参加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由王薇书记主持。王薇同志给全体学生党员讲述了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的“四新”，王薇同志从什么是“四新”以及

“四新”新在哪做了详细的阐述。接着渝旋老师给大家讲述她对于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思考，她指出学生党员应该不断加强自身

的理论学习并且要发挥好党员的

模范先锋作用，引导周围同学脱离

思想上的贫困。学生党员代表分别

进行发言，他们对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结合自身学习、生活进行交流

分享。 

通过本次会议，让同志们更深入的领会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的加强了理论学习，激发了同志们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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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开展“女排精神”分享会 
 

为学习中国女排“以拼搏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的精神，

2020年 11月 27日 12：50，计算机与物联网学院于 6201教室开

展“女排精神”分享会，邀请了学院部分各阶

段入党申请人进行观摩。在分享会最后，学

校党委书记谭明术同志分享并教导各阶段

入党申请人要敢于拼搏，吃苦耐劳，以更加

昂扬的奋斗姿态，投入到学习工作中。 

 

管理学院学生党支部 
开展“11.27”重庆大屠杀缅怀活动 

——勿忘历史，不忘初心 
 

11.27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管理学院学

生党支部组织部分学生党员和发展对象、

积极分子开展“11.27”重庆大屠杀缅怀活

动。通过同学们对部分牺牲的革命先烈故

事分享，缅怀在此次大屠杀中牺牲的 321

名遇难者；通过观看电影《大轰炸》重温

历史，再次坚定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再

一次感受信仰的无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