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李冬青）6 月
29 日，区教育系统召开纪念中国
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大会，宣传和
学习先进典型，弘扬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激励全系统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以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更加饱满的工作激情投入到
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中去，向建党
97 周年献礼。区教委“两委一
室”主要领导，区教育系统受表
彰的集体代表、个人代表、新党
员代表、教委机关党员、教育分
院党员、教育信息中心党员共
180 人参加了会议。区教育督导
室主任王鑫主持会议。区教育
系统其余各单位全体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在本单位电视电话会
议室收看了大会实况。

会上，区委教工委副书记、教
委主任李秀兰宣布了关于表彰教
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区委教工委副书记孟云带领党员
重温了入党誓词。

会议对我区教育系统中涌现
出来的北京市第九中学党委等12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简道寅等 12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李山山等116
名优秀共产党员予以表彰。区委
教工委号召全系统各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共产党员向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学习。与会领
导为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代表颁奖。京源学校刘莎莎、培

智学校李山山、师范附属幼儿园
史燕京、业余大学向左霞 4 位共
产党员讲述了自己用爱和责任、
在平凡的岗位中默默奉献的故
事。“小”故事传播“大”能量，激励
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继续发
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党员代表结合实际工作进行
个人和集体承诺，面对新时代的
新要求，时刻准备，不辱使命，努
力推动全区教育工作取得新发
展、新突破。

区委教工委书记郝显军总
结了教育系统党建工作两年来
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工作提出
了明确要求。郝显军指出，两年
来，区委教工委各级党组织带领
广大党员干部坚持问题导向，不

断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了上
级部门的充分肯定和群众的广
泛认可。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各
党支部书记要强化责任意识、基
层党组织要发挥政治功能、党员
要做教育改革的先锋，全区教育
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把握我区
高端绿色崛起新阶段提出的目
标要求，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围绕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
要求，以集团化、学区化改革为
重点，面对新时代、新目标、新部
署，提升区域教育品质，推进全
区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区委教工委始终把党建统领
作为最大战略，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把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加强教育
系统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
纪律和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推进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服务功能，为教育教学中心工作
的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和组织保障。广大党员教师站在
教育综合改革的前沿，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服务师生、服务家
长，争做课程改革、课堂教学和学
生成长的领路人。两年来，各级
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解决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老百姓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取得了优异
成绩，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
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

下一步，全区教育系统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把握我区高端绿色崛起
新阶段提出的目标要求，进一步
提升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总体要求，以集团化、学区
化改革为重点，面对新时代、新目
标、新部署，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系统推进教育系统两大生态建
设。

党支部书记要强化责任意
识。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并就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我们
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学校党支部书记要抓好新形
势下的基层党建工作，就必须认
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的重要论述和要求，要带着问
题学，结合责任学，围绕信念学，
把自己摆进去学。党支部书记作
为“关键少数”，必须时刻锤炼对
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加强
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上，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真正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老实人。党支部书记要扎
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建设，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定期
为党员讲党课，引导师生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教育引导学校党员
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
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任务上来。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政治功
能。基层党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
基础，要准确把握“以提升组织力
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新要
求，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
要抓好基础工作，推动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今年，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从试点向全面推开，各基层
党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健全完善
党建工作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党
支部主体作用，落实基层党组织
日常运行五项制度，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
党员等基本制度，用好“一规一表
一册一网”，真正把从严治党的要
求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要抓组织力提升，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基层
各项事业发展的主心骨，要强化
政治功能，传承红色基因，领导德
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学校师
德师风建设，在教育教学环节发
挥好政治把关作用，真正把党组
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
斗堡垒。

党员要做教育改革的先锋。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教育系统广
大党员要积极主动、奋发有为。
首先，要锤炼党性，敢于担当。要
认真对照党章这面镜子，对照合
格党员这一标尺，不断修炼、不断
改进、真正把党的性质、宗旨、作
风转化为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和
具体成效。要有敢于向前的底
气，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危急时
刻能冲得上去。其次，要奋发有
为，善于担当。要加强学习、提升
教育教学能力、管理服务能力，要
开阔思路、大胆创新，积极投身教
育改革，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努力提升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
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第
三，要清正廉洁，勤于担当。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的谆谆告诫，切实
筑牢拒腐、防变、自律的道德防
线，严以修身、严于律己、坦荡做
人，谨慎做事，以实际行动做一名
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党员。

坚持党建统领坚持党建统领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杏 坛

石景山区委教工委书记 郝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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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系统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活动

拥抱新时代 争做好队员

本报讯（通讯员汤塞力）7月1日，北
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少先队举行了一年
级“拥抱新时代，争做好队员”新队员入
队仪式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
年。

少先队的组织由少先队员自己建
设。仪式活动由学校大队部的大队委、
礼仪队担任前台和幕后的工作人员，尽
显少先队小干部们的责任心与认真的工
作态度，激励每位新队员时刻准备着为
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
量。

整个入队仪式规范而隆重，激发了全
体队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一年
级 323 名新队员们用嘹亮的歌声宣扬着
共产主义精神。景山远洋党员教师代表
和高年级队员们为新队员们佩戴红领
巾。全体少先队员当以严格的标准规范
自己的行为，努力学习，团结协作，全面发
展，茁壮成长，牢记自己的光荣使命，做合
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图/宋健

本报讯（通讯员李强）6 月 26
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办核查省级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石景山区工作
汇报会在区政府召开。国务院教
育督导办专家组成员及市区相关
部门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石景山区副区长左小
兵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
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持续优化教
育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提升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坚持立德树人，深
入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教育基础
保障，推动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推进教育督导改革,助力区域教
育科学发展等方面介绍了石景山
区教育发展情况。专家组成员对
我区支持教育发展、民办教育党
建工作、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特色、
干部教师队伍培训、职业教育发
展等情况进行了问询，并充分肯
定了我区教育优质均衡以及特色
发展取得的成绩。

下一步，区教委将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问题
导向，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和区域教育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推动区域教育更好更全面发展。

我区向国务院教育督导办
汇报履行教育职责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刘志杰）近
日，北京市基础教育党建研究中
心讲师胡鹏以《抓好“三会一课”，
规范支部建设》为主题，为我区教
育系统 66 名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及 24 名民办校党支部书记进行了
专题讲座。

胡鹏从“三会一课”制度的发
展脉络、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的
现实需求、实施“三会一课”制度
的实践探索三部分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既有高占位的党建理论统
领，又有接地气的区域优秀党建
案例辅助，理论联系实际，思路清
晰，书记们感到收获很大。

我区开展专职党支部书记
“党建大讲堂”系列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