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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观影活动现场

图为邓军书记讲话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教
育，强化廉洁意识，提升主题教育实效，9
月 30 日下午，我校党政领导班子及机关

党委的党员干部集体参观了学校举办的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廉洁文化作品

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展”。

校领导、校党委常委邓军、旷永青、

黄文韬、苏桂发、孙杰远、莫坷、林春逸、

黄轩庄、林国庆、黄海波在纪委办同志的

引导下，认真观看了此次展出的书法绘
画类、新媒体类、论文体会类作品，听取

了廉洁文化作品创作大赛的有关情况和

有关作品的详细介绍。参观结束后，邓军

书记现场作了点评。

邓军书记指出，在国庆节前夕，学校

举办廉洁文化作品创作大赛并组织获奖
作品展，以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助推学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邓军书记要求大家要重视廉洁文化
建设，积极营造崇廉尚廉的文化氛围，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深入开展。他希望

大家结合主题教育的开展，认真感悟展

览内容所传递的精神，在观看展览过程

中检视存戒惧、知敬畏方面的问题，不断

强化为民服务的初心，不断提升廉洁意

识，争做廉政为民的表率。

据悉，本次廉洁文化作品创作大赛
共收到在岗及离退休教职工、在校学生

创作的作品 800 余件，展出书法绘画类、

新媒体类、论文体会类获奖作品近百幅
（篇）。

当天下午，学校机关党委各支部、部

分二级单位党委党员干部近 300 人参观
了展览。

主题教育

集体参观廉洁文化作品展，丰富主题教育内容
———校领导参观廉洁文化作品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展

机关党委开展主题教育红色观影活动
本报讯 10 月 7 日，我校机关党委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红色观影活动，集体观看了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我和我的
祖国》。全体校领导和机关党委党员、离退

休党员共同观影。

观影活动开始前，校党委书记邓军就

主题教育红色观影活动做出指示。邓军对

我校主题教育高位起步、精彩开局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给予了肯定。邓军指出，自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在部署谋划上抓早抓

实，学习教育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走深、走心、走实”上下功夫；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在从严从实上下功夫；整改问题

在边学边改、立知立改上下功夫；学校党

委常委会在走在前、做表率上下功夫；在

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我校各级党组织
迅速行动，推动主题学习教育扎实开展。

邓军表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我校开展主题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中，进一步坚定了

对党组织的信心，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了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奋

勇前进的决心。

下一步，学校党委将继续在学习教

育、检视问题、调查研究、整改问题上抓严

抓实；着眼于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让广

大教职员工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

真正实现学校党委提出的主题教育“为国

育才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对标对表

找差距，奋进有为抓落实”的目标要求。

活动当天恰逢重阳节，邓军代表学校

党委向离退休老同志进行了慰问。邓军强

调，要学习老同志爱国爱党的崇高精神，

爱校荣校的实干精神，共同团结奋斗把师

大建设得更加美好。

观影活动结束后，机关党委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我和我的祖国》，深

切感受到了个人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不

可分割的深厚情怀，倍受感动和鼓舞，将

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工作之中，

奋进有为，为实现学校国内高水平大学的
建设目标而奋斗。

我校各单位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标准起步、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

本报讯 自 9 月 16 日我校启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以

来，各单位党委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成立学院党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了解师生员工需求，收集意见建议；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学习贯彻我校主

题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切实做到了早研

究、早准备、早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高标准起步、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

各机关单位相继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深刻领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大意义、“十二字”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准

确把握好这次主题教育的突出特点，确保

主题教育扎实有效推进，推动机关主题教

育高质量开展。

各学院相继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布置会及党日活动。

9 月 21 日上午，文学院 / 新闻与传

播学院赴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碑
园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聆听现场解说以及现场观看一些

珍贵的历史文物、照片、影像、浮雕，师生

党员们对湘江战役的历史，对长征精神有

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9 月 23 日上午，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会，会议中强调并希望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治品格，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敢于正视问题、切实找准

问题、积极解决问题，以真抓实干的作风

将学院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9 月 17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

院学工队伍牢记主题教育活动的“十二

字”总要求，坚持为国育才“守初心”，立德

树人“担使命”，对标对表“找差距”，奋进

有为“抓落实”，要求全体学工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对照工作要求，做好本职工

作，加强理论学习，致力于管理育人工作
与服务育人工作。

9 月 23 日上午，法学院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会议

审议了《中共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

方案》和《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计划》，听
取了各分管领导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进展情况的报告。

9 月 21 日，政管学院前往湘江战役

发生地兴安县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
纪念碑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生

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组织学生党员集

体观看红色电影《血战湘江》，以重温历

史，缅怀英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

9 月 23 日下午，经济管理学院召开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动
员会，对标主题教育要求，学院制定了《中

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委员会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成立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组织推进学院

主题教育工作，压实责任。

9 月 22 日，教育学部前往灌阳县湘

江战役新圩狙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开
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提供了新思路和

新平台。

9 月 23 日，外国语学院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和工作
布置会，会议要求全体领导干部和成员要

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自觉

加强理论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学校党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

9 月 23 日上午，音乐学院开展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本次主题教育的重

大意义，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强化自身在主题教育中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并从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这四个实施

维度对学院主题教育做出了具体部署。

9 月 20 日下午，数学与统计学院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

会，会议围绕着充分认识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开展主

题教育的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工作落实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

并制定了《数学与统计学院“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9 月 20 日，化学与药学学院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动员大

会。会议要求学院全体党员从讲政治、讲

党性、讲大局的高度把这次主题教育活动

抓深、抓实、抓具体，扎实推进主题教育高

质量开展。

9 月 24 日上午，环境与资源学院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

中心组学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会议强调要按照学校党委要求做好

读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工作，学习后要结
合工作谈感想，并写下感悟心得。

9 月 21 日上午，计信学院全体党员

到达湘江战役纪念展馆。在鲜艳的党旗

下，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全体党员参观湘
江战役纪念展馆，党员们通过导游讲解、

影像资料、历史文物以及浓缩实景展示，

了解了湘江战役发生的历史背景、基本情

况以及历史意义，被革命先烈们浴血奋

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深深震撼。

9 月 25 日，体育学院“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期读书班开班，会

议聚焦“初心·使命”主题，重点学习了《习

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选编》并进行深入交流研讨，深刻领会党

的初心使命和党办教育的初心使命。

9 月 23 日，电子工程学院开展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理论

集中学习研讨。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经受住

新的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新的

历史任务，必须坚守奋斗的初心，牢记职

责使命，永葆奋斗的精神。

9 月 23 日下午，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

布置会，党委负责人向与会同志传达了 9
月 16 日学校召开会议的情况，认真解读

了邓军书记代表学校党委所做的动员报
告，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提出要求。

9 月 23 日，设计学院围绕聚焦“初

心·使命”主题、“深刻领会党的初心使命
和党办教育的初心使命”的主题开展学习

研讨，重点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并
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9 月 23 日下午，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布置会暨启动仪式。会议要求全体党员
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力求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各附属单位党支部围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召开主题教育学习会，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学校党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有效推进，推动

党支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宣传部）

(宣传部）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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