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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新新月月公公司司开开展展庆庆““七七一一””系系列列活活动动纪纪实实

追寻足迹
直观感受光辉历史

日前， 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
限公司第五党支部和北京永超汽
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共同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带领各
自支部所属党员、 发展对象和入
党积极分子， 一起走进位于门头
沟斋堂镇马栏村的 “冀热察挺进
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 参观， 重
温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八路
军和人民群众在平西地区同日本
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 接
受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参观中， 大家或是在展出的
各类历史实物前驻足， 深情回顾
革命先辈不畏强敌、 不惧艰难、
不怕牺牲 、 勇于抗争的革命精
神 ； 或是饶有兴趣地走进马栏
村， 向村民了解那段峥嵘岁月，
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史， 热情讴
歌党的光辉业绩。

支部党员还在鲜红的党旗下
庄严宣誓， 重温入党时对党和人
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到宛平抗日
烈士纪念碑前悼念在抗日战争中
牺牲的革命先烈， 后又集体唱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
经典红色歌曲， 以此歌颂革命先
烈、缅怀革命先烈，进一步加强自
身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北京新月第五党支部书记李
刚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 公司
党支部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铭记党旗下的誓言， 用
誓言来要求自己、 约束自己， 爱
岗敬业、 勤奋工作， 做合格共产
党员， 为乘客提供安全、 舒适、
便捷的出行服务。

大家也纷纷表示， 要结合工
作实际， 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 进一步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坚定理想
信念 ， 坚定党的领导 ， 提振信
心、 开拓进取。

增强党性
130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6月29日， 北京新月联合汽
车有限公司党委组织所属党员开
展 “重温入党誓词强党性” 主题
党日活动， 通过组织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引导党员做新时期合格
党员。 公司130多名党员前来参
加活动。

在活动现场， 鲜红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悬挂在会议主席台正
中 ， 随着活动领誓人下达的口
令， 与会的130多名党员举起右
拳， 面对党旗郑重宣誓： “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
领， 遵守党的章程……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 永不叛

党。” 庄严肃穆的活动现场， 大
家的心灵被震撼、 洗礼和感动。

所有党员再次一字一句诵读
熟悉的入党誓词， 回顾当年入党
的初衷，铭记入党的誓言，普遍感
到热血沸腾， 思想再一次得到净
化和升华， 再次接受了一次党性
教育， 更加坚定了对党忠诚以及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
心， 激励自己确保党性品质永不
蜕变， 确保政治立场时刻围绕核
心，时刻忠于党章，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成为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公司党委副书记庞有利在活
动中说 ：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
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 中国共产党97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告诉我们： 只
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只有共
产党， 才能发展中国。 全体党员

要以这次 ‘重温入党誓词强党
性’ 主题党日活动为新的起点，
立足岗位 ， 扎实工作 ， 开拓创
新， 乐于奉献， 争创先优， 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员意志，
投入到践行党的宗旨伟大实践之
中， 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树立榜样
四支爱心车队获表彰

6月29日上午， 北京新月联
合汽车有限公司召开 “新月公司
党委庆 ‘七一’ 表彰授旗大会”，
以命名 “共产党员示范车”、 表
彰 “党员示范车标兵”、 为 “新
月共产党员车队 ” 等爱心车队
（组） 授旗的形式， 纪念和庆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7岁华诞。

公司所有在册党员， 本次命

名、 表彰的 “共产党员示范车”、
“党员示范车标兵” 驾驶员党员，
公司党委曾经表彰过的非在册
“党员示范车标兵” 驾驶员党员，

及非党员的分公司经理、 副经理
等参加大会。

大会在庄严的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奏（唱）声中开
始。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黄
成首先宣读了公司党委 《关于命
名“共产党员示范车”、表彰“党员
示范车标兵”、给“新月共产党员
车队”等队（组）授旗的决定》。

《决定》 命名17辆出租车为
“共产党员示范车”， 给其党员驾
驶员颁发 “共产党员示范车” 标
牌和荣誉证书； 表彰18名 “共产
党员示范车” 党员驾驶员为 “党
员示范车标兵”， 授予 “党员示
范车标兵” 标牌、 荣誉证书， 并
给予现金奖励； 为被中共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委员会命
名的 “新月共产党员车队”、 被
首都的士司机志愿服务总队命名
的 “新月爱心助老小组” 和 “房
安新月爱心车队”、 “新月学雷
锋小组” 4个共产党员车队和爱
心车队 （小组） 授旗。

随后， 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
党委书记冯建民等在主席台上的
领导 ， 分批给 “共产党员示范
车” 代表、 “党员示范车标兵”
代表授牌 、 颁发荣誉证书和奖
金， 并给 “新月共产党员车队”
等爱心车队 （小组） 授旗。

大会期间， 还穿插了公司党
委组织全体与会党员向党旗宣誓
的 “重温入党誓词强党性” 主题
党日活动。 通过组织党员重温当
年入党时的初心和信念， 对比今
天的认识和行动， 从而让大家始
终铭记入党时的誓言， 以确保党
性品质永不蜕变， 确保政治立场
永远坚定， 时刻忠于党章， 不忘
初心、 继续前进， 成为新时代的
一名合格党员。

大会在雄壮的 《国际歌》 声
中结束。 会后， 参加大会的领导
与 “共产党员示范车”、 “党员
示范车标兵” 驾驶员和 “新月共
产党员车队” 等爱心车队 （组）
的旗手共同合影留念， 受表彰的
驾驶员表示将以此荣誉为继续前
进的动力， 继续努力工作， 并祝
党生日快乐。

追追寻寻红红色色足足迹迹 重重温温入入党党初初心心

今年， 为庆祝建党97年， 北京新月公司开展一系列活动， 共庆党的生日。
面对党旗， 举起拳头， 内心澎湃， 郑重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刻， 多么庄重， 多么神圣； 那一天， 是党员开启政治生涯的 “生日”。 时
时重温入党誓词， 不忘入党初心， 牢牢记住曾经的誓言， 点燃激情岁月， 方能
砥砺前行。 为纪念党的97岁华诞， 连日来， 北京新月公司通过开展追寻红色
足迹、 重温入党誓词、 表彰爱心车队等一系列活动， 悟初心、 强党性、 见行
动， 以新时代新作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新月共产党员车队”等爱心车队和小组旗手

为“新月共产党员车队”等爱
心车队和爱心小组授旗

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示范车标兵”授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