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心组理论学习

简 报
【2019 年】第 3 期

（总第 3期）

党委宣传部 2019年7月

本期要目

【示范引领】

● 我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暨 2019 年暑期务虚会

【学习园地】

●材料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化学工程学院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基础教学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机关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动态联播】

●材料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工商管理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后勤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化学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基础教学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机电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建筑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示范引领】

我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暨 2019 年暑期务虚会

7月12日，我校在图书馆视频会议室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会暨 2019 年暑期务虚会，全体校领导、党委委员、中层干部参加会议。

本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的主题为“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蕴含的科学方法和工作方法”，

副院长鲍桂楠、朱作付作重点发言，党委书记祝木伟主持并发表讲话。

祝木伟书记指出，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将理论学习真正转化为指导自觉

行动、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素养的有力武器。他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六点要

求，即要提高政治站位，要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强化理论素养，要

增强大局观念，要丰富知识素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鲍桂楠副院长以《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新认识、新提高、新行动》为

题作重点发言。他指出，党员干部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强化问题意识，

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梳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与时俱进

的开展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鲍院长结合专题培训班的学习经历，和与

会同志分享学习内容和学习心得。

朱作付副院长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推

进学校信息化建设工作》为主题作重点发言，朱院长结合七个坚持，围绕

我校信息化建设工作基本认识、首要任务、关键问题、重点工作、难点工

作、最终目的、总体思路等七个方面做具体分析、提出相关要求。

务虚会上，校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针对 2019 年学校党政工

作要点、高水平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对照工作标准谈了具体意见。各部门

负责人围绕会议内容，就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

工作安排进行了重点汇报和交流。



张登宏院长表示，大家聚焦会议主题，进行思想碰撞、工作交流，

对理清思路、统一思想、落实各项工作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他对暑期和下

学期开学初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各部门相关工作都要及早谋划、充

分准备，打好提前量。

祝木伟书记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本次会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务实务虚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要充分

落实工作责任制，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推进、协调。针对当前的形势，他

就学校未来发展阐释了三点要求。一要明晰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认识问题。

深刻领会“职教 20 条”中关于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的教育论断，认识到职

业教育正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

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

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二要高度关注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认识到不同的培养对象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德育、美育、职业素养等素

质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融入，校企双育人的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改

革等问题；三要切实抓好安全、稳定问题。安全、稳定工作关系到学校高

质量发展的氛围，我们要抢抓机遇、守正创新，以“自强、务实、协力、

争先”的学院精神做好学校各项发展工作。他还要求各部门要全面传达、

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





【学习园地】

一、材料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月 6 日下午，材料工程学院党总支中心组成员在 B05-306 会议室

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李素婷书记主持。

会上，赵音副院长领学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各中心组成员根据学习内容，重点学习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文件内容，

并对文件精神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二、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5月中旬，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自学关于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

险挑战的专题学习活动。并思考党员干部如何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三、化学工程学院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 月 18日上午，化学工程学院总支在 B08-308 会议室举行集体学

习活动。季剑波、孙婷婷、高强、张锋、唐学红、高成、史晓蓓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季剑波主持。

会上，与会同志听取了季剑波书记关于全面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

神的要求，并学习了大会会议精神。按照学习计划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论述及系列评论员文

章，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部分论述及评论员文章。重点围绕本期学习

内容做重点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他指出每位党员干部需要结合分

管工作，把立德树人贯穿到现代化教育工作中去。孙婷婷院长根据资

源库立项及后期建设工作，并根据精神提出了建设思想与总体定位。

其他与会同志结合本职工作和学习内容，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研

讨。

四、基础教学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月 19 日下午，基础总支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论述及系列评论员文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部分论述及评论员文章，并结合学习内

容展开深入讨论。

五、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 月 12 日上午，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在 B16-305 会议室举行集体

学习活动。全体总支委员及教学副院长娄天祥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孙金海书记主持。



会上，与会同志学习了全省教育大会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论述等学习资料。

最后与会同志立足学院实际、结合学习内容，针对自己分管工作，

深入探讨了如何有效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推进本部门工作。

六、机关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2019 年 6 月 19日下午，机关党总支在 A01-346会议室举行集体

学习活动。全体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朱伟军主持。

会上，与会同志听取了朱伟军书记关于全省教育大会会议精神，

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论

述及系列评论员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部分论述及评

论员文章。

侯亚合、王博围绕本期学习内容做重点发言，他们立足本职岗位，

结合学习内容，阐述了如何在学院高水平建设中增强忧患意识、防范



风险挑战，如何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

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会同志立足学院实际、结合学习内

容，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研讨。

各支部书记将学习内容和会议精神带到支部会议，开展学习讨

论，形成共识。

七、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 月 10 日下午，建筑工程学院总支在 B01-312会议室举行集体学

习。乔德阳、程建伟、韩永印、陈群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乔德阳主

持。

会上，与会同志听取了乔德阳书记关于“全省教育大会会议精神”

解读，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

险挑战论述”和“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部分论述”，乔书记指出

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要重点抓住立德树人、职业教育、党管教育

等关键词充分信任、紧密依靠广大教师。

与会同志立足学院实际、结合学习内容，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研讨。



八、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5 月 17 日上午，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在 B18-1019 会议室

举行集体学习活动。全体总支委员学习内容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动态联播】

一、材料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5月 31 号下午，材料工程党支部在 b05-306 会议室组织全体党员学

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会议由党支部书记靳玲主

持。

6月 6 日 14：00，高分子党支部在 b05-306 会议室学习了《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学习会由党支部书记王再学同志主持。



6 月 14 号中午，学生党支部在 b05-306 会议室组织师生党员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会议由党支部书记武香萍主持。

会后，师生党员一起观看了不忘初心短片。

5-6 月研发支部党员自学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二、工商管理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财经支部、工商支部、学生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学习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1·5”

重要讲话“三个一以贯之”思想。当前，我们必须要有如履薄冰的谨

慎、居安思危的忧患，努力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时

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只有深入贯彻落实好“三

个一以贯之”的要求，才能在新时代里实现新目标。

三、后勤总支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5 月 22 日下午，后期总支第一党支部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了《江

苏教育现代化 2035（征求意见稿）》、《加快推进江苏教育现代化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结合学习内容展开深入讨论；支部每

位同志还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要求进行了发言。

6 月 19 日下午，后勤党总支第一党支部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了“全

省教育大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

防范风险挑战论述及系列评论员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

态工作部分论述及评论员文章”，并结合学习内容展开深入讨论；每

位同志还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要求，对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进行了发

言。

6 月 21 日下午，后勤党总支第二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全省

教育大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

风险挑战论述及系列评论员文章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部分论述及评论员文章，并结合学习内容展开深入讨论；每位同志还

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要求，对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进行了发言。



5 月 24 日下午，后勤党总支第三党支部开展了教职工政治理论

学习。支部行政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了学习。

学习会上，总支副书记杨宏楼带领与会人员深入细致地学习了

《江苏教育现代化 2035（征求意见稿）》、总支书记顾广辉传达了

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在全省教育大会上讲话精神、支部书记彭茜领学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同与会人员展开热烈讨论。

四、化学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化学工程学院党总支各支部分别下发自学全省教育大会会议精

神等相应学习材料。各支部分别通过 QQ 群讨论的方式，结合学习内

容展开深入讨论；教师党员对如何将立德树人、聚焦供给侧打造现代

化的产教融合教育体系发表各自观点的同时，对专业建设提出自己的

建议。学生党员重点对如何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展开了激烈讨论。

6 月 21 日下午，化学工程学院党总支召开党员大会，对理论学

习再次强调要求，将“学习强国”平台作为常态化自学平台，完成每

天的学习任务。

五、基础教学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 月 13 日-6 月 19 日下午，基础总支第一、二、三党支部分别组

织全体员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部分论述及评论

员文章，并结合学习内容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党员一致表示，把意识

形态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六、机电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6 月 14 日下午，机电工程学院三个党支部分别组织教职工学习



了全省教育大会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

识、防范风险挑战论述等学习资料，并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要求，在

教书育人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进行了探讨。



七、建筑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5 月 31 日，建筑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学习了“全省教育大会会

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

战论述”、“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部分论述”。

教师支部每位同志还结合自身的教学岗位，重点对如何将立德树

人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展开各自发言；课程思政如何贯彻落实到具

体的每一节课中展开了各自的发言。

6月 5 日下午，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李夏冉带领大家学

习了省委书记娄勤俭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工作的部分论述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

风险挑战论述及系列评论员文章，学生支部师生加强道德建设，就如

何把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展开激



烈讨论。

八、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支部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5 月 17日下午 12：30，信息技术支部在 B18-1019 会议室；5 月

17日下午 2：00 电子与电气支部在 B18-1019会议室；5月 17日下午

16：00学生支部在 B18-1007 会议室，学习内容为：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