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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期 

（主题教育专刊）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主题教育办                   2019年 10 月 31 日 
 

【工作动态】 

学院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集中学习研讨 

10 月中上旬，学院继续围绕“践行初心使命、我和祖国共前行”、

“牢记为民宗旨”、“严明纪律规矩”、“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加强党的建设”等 5 个专题，先后开展了五次集中学习研讨。为

搞好集中学习，学院将集中学习研讨时间安排在晚上，让大家真正

静下来、沉进去，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同时，学习研讨

专题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职业教育发

展的重要指示批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 

10 月 14 日下午，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推进会，学院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党支部书记、主题

教育办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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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院党委陶金辉副书记传达了 14 日上午召开的全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精神；院党委委员、党委工

作部部长、主题教育办主任蔡军同志对有关重点工作进行了具体的

安排部署；最后，院党委书记高建富同志对前一阶段学院主题教育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强调。高建富

指出：要在巩固前一阶段学习教育成效的基础上，把学习教育贯穿

始终，重点要推进支部的“七个一”建设；要认真开展调研，撰写

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要持续检视问题，抓好专项整治工作，边学边

做边改，以实际行动和实在成效取信于全体师生员工。 

学院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迎新生文艺联欢晚会 

10 月 16 日晚，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迎新生文艺联欢晚会在师生们的掌声中拉开帷幕。学院黄

亚惠院长、院党委陶金辉副书记与 2019 级新生代表共 700 多人，一

同欣赏了这场师生同台，用精彩的歌舞表达祝福祖国生日、牢记初

心使命的文艺晚会。 

晚会开场，由恒星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我和

我的祖国》，表达了师生对祖国母亲的敬仰和爱戴；随后，啦啦操

表演《青春活力贺国庆》、T 台秀《中国青年我骄傲》等节目不断呈

现在舞台上，展示了青年大学生富有活力，不懈追求的精神风貌。

四名教师代表表演的配乐诗朗诵节目《主心骨》，将晚会推向高潮，

诗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送

上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美好祝福，生动诠释了我校师生立志用实



 

 - 3 -  

际行动服务学院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用行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最后，晚会在师生大合唱

《歌唱祖国》声中圆满结束。 

省委第七巡回指导组林晓峰组长莅临我院指导 

10 月 23 日下午，省委第七巡回指导组林晓峰组长一行莅临我院

指导开展主题教育工作。林晓峰组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学院实训室建

设和“喜迎建国 70 周年，凝心聚力谱新篇”主题图片展，充分肯定

了我院近年来的办学成效。 

随后，林晓峰组长与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主题教育办成员

进行座谈交流。重点了解学院近期主题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下

一阶段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林组长强调要将学习教育贯穿主题教

育始终，要认真做好调研工作和专项整治工作，找问题、定措施、

出成效，并要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 

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 

10 月 29 日下午，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

研成果交流会，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二层以上领导干部、各党总

支、支部书记、后备干部、民主党派及师生代表和教育办全体人员

参加会议。省纪委监委第十纪检监察室四级调研员、省委第七巡回

指导组刘福凤同志，市委第十巡回指导组游诗祥组长等莅临会议指

导。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谢友平同志主持。 

此次调研成果交流会，旨在检视调研成果，共同分析学院有关

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今后具体的整改措施，以达到主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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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为民服务解难题”的目标和“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会上，谢友平书记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学院调研工

作的总体情况。随后，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作调研成果分享。 

在听取学院调研成果交流会后，市委第十巡回指导组游诗祥组

长对我院开展调研成果交流会情况进行点评：一是选题好，调研课

题关系师生切身利益和学院长期发展，领导班子对课题有深入的调

查和思考；二是组织好，调研成果交流会覆盖广，涵盖领导班子、

二层干部以及党内外师生代表；三是调研成果交流也是一次很好检

视自我的机会。学院要持续做好“四项措施”的落实，学习要贯穿

始终，检视问题要深入，整改要边学边查边改，立行立改，长期目

标要建立机制，达到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下阶段要对照党章党规

开好对照检查、检视问题，为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准备。 

最后，谢友平书记对下阶段的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强化

责任，课题第一负责人负有主要责任，小问题即知即改，长期问题

要有推进落实的具体时间要求；二是要强化跟踪，做到问题不解决

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师生不认可不罢休。三是要强化督查

推进，健全制度，以整改落实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学院党委谢友平书记深入基层一线调研 

10 月 31 日晚，院党委谢友平书记和党委委员、党委工作部部长、

主题教育办主任蔡军同志一同深入学生食堂、宿舍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 

 在学生食堂，谢书记体验了用餐过程，并与正在就餐的同学们

进行亲切交流，仔细询问他们饭菜合不合口味？价格如何？对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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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意见建议等。餐后，谢书记还认真查看了学生食堂的环境

及各个档口，并与食堂有关负责人交流，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在学生宿舍楼，谢书记一行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向他们详细了解在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习不习惯？过得好不好？学校、老师还有

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等等。同学们实事求是的表示，都挺好、还不

错。对个别同学反映的一些情况，谢书记都现场给予答复，并现场

帮助一学生将宿舍门修理好。在征求意见的同时，谢书记还不忘交

待同学们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并现场询问有关安全教育、逃生

演练、灭火器的使用情况等，还进行了现场指导。同时，谢书记一

行还查看了宿舍的门禁使用情况、楼管值班情况、辅导员的在岗情

况以及消防设施的完整情况等。 

 通过深入基层一线调研，进一步掌握了一线情况和第一手资料，

对下一阶段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整改落实

奠定了基础。最后，谢友平书记要求，学院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深入

学生一线成为常态，并把其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整改的一项长效工作机制抓实抓好。 

【教育成效】 

主题教育跟进学、多措并举“全覆盖” 

10 月 8 日，国庆开假第一天，学院就安排集中学习研讨，重点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讲

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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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等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精神。 

为切实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院党委把学

习教育贯穿始终，做到及时跟进学习新思想、学习教育师生全覆盖。

一是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精神，这已成为学院党

委学习教育的常态。二是在放假前，学院专门下发通知，全体党员

教师做到休假不休学，统一收听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大会现场直播。放假未回家留校的学生，学院统一集中组织收看。

三是国庆后学院立即组织全体青年学生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制作爱

国主义 PPT 大赛等形式跟进拓展学习形式，助力学习教育往深里走。

四是利用学院广播站、新媒体手机报《武夷观潮》广泛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院党委将持之以恒认真跟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重要讲话精神，丰富学习内容，使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深入开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 

发挥党员教师专业优势、切实服务美丽乡村建设 

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学院设计系和管理

系党总支的党员教师们发挥专业优势，以实际行动服务美丽乡村建

设。一是开展调研指导。系联合党总支书记詹茂光同志牵头，组织

党员教师赴建瓯市裴桥村、炉下镇斜溪村洲头等地进行调研，指导

党员专业教师为村里开展旅游规划服务。二是免费上门服务。党员

敖润富老师利用专业技术带领学生们积极开展服务乡村建设，一年

来，先后为大横镇博爱村、延平区巨口乡、夏道小鸠村、延平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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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街道等多地乡村免费制作墙画，美化乡村环境，提升乡村文化品

位，受到广泛好评。三是组建科特派服务团队。如：以党员白雁飞

老师为队长的科特派服务团队共有 7 名专业教师，他们挂点服务南

平市依尔婴服饰企业，开展了《服装缝制中模板缝纫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项目研究，他们针对企业目前的技术困境，在不影响企业正

常生产和不增加企业成本的前提下，筛选了口袋模板缝制作为试点。

口袋模板从设计到制作到成功使用，经过了大小修改近 200 多次，

试验缝制近 300 次前后用时近 5 个月，最终制作出了理想的口袋模

板。目前，除福建南平市依尔婴服饰有限公司外还带动了其他 50 多

家服装加工生产厂家使用该模板。同时该科特派团队还为南平企业

培训工人 200 多人次，为依尔婴服饰有限公司设计了 1000 多件婴童

款式，超过 50%的被采用。再如：党员庄梅华和朱瑜两位老师，带

领其他专业教师组建了旅游服务团队，先后为延平区洋后镇大禄村、

浮山村、巨口乡九龙村、炉下镇斜溪村洲头旅游企业等美丽乡村做

免费旅游咨询服务。他们为大禄村“稻花鱼节”策划，提升旅游知名度，

并撰写了《升级乡村公路，助力全域旅游》提案，并于 2018 年 8 月

被南平市政协采用。如今一条由洋后镇至大禄村的 7.5 米宽道路即将

完工，大禄村在旅游开发中还带动了 10 多位村民（其中包括三位贫

困村民）通过种植油菜和养殖稻花鱼增加了收入，每位村民平均增

收约 900 多元。 

【简讯】 

※ 10 月，学院各党总支分别召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各个主题的集中学习研讨。               （各党总支） 

※ 10 月 2 日和 10 日，机关党总支分别到建阳区和延平区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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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开展“送学上门”主题教育，并征求意见和建议。 

※ 10 月 12 日，教育系党总支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重温誓词，歌唱祖国。 

※ 10 月 17 日，设计系和管理系联合党总支第一、第二支部开

展主题教育志愿服务活动。 

※ 10 月中下旬，院党委谢友平书记分别到教育系、信息系和食

品系、设计系和管理系、学生工作处、团委、教务处、后勤管理处

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工作。 

※ 10 月 23 日下午，设计系和管理系联合党总支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知识走进学生宣讲活动。 

※ 10 月 23 日下午，教育系党总支开展主题教育志愿服务活动，

进行了美化校园的志愿服务。 

※ 10 月 24 日上午，南平退休党支部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学习培训班。 

※ 10 月 28 日晚，学院读书社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新中国 70 年沧桑巨变”课件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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