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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为期五周
每周一天开展学习活动

9月17日上午， 西城区总工
会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班启动仪式， 区总
工会党组成员 、 机关党委副书
记、 委员及各党支部书记参加启
动仪式。

据了解， 区总工会主题教育
读书班将重点围绕 《中国共产党
章程》、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 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
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跟进学
习内容， 为期5周、 每周学习不
少于1天时间。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 是贯彻落
实 《关于在西城区总工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的实施方案 》 的一项重要举
措， 是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主题
教育始终的现实要求。 为推动学
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往
实里走， 区总工会采取集中读书
的形式， 将时间化整为零， 便于
统筹安排好主题教育学习和开展
各项工作。

张中喜强调， 党组班子、 机
关党委、 各党支部要静下心、 坐
下来， 认认真真地读原著、 学原
文、 悟原理， 理解其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 ， 通过持续深入的学
习，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
工会工作的强大动力。

据了解 ， 区总工会党组班
子、 机关党委、 各党支部当天分
别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 》、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时的重要讲话。

■参观

追寻革命踪迹
传承红色基因

9月18日下午， 西城区总工
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特色党日活动， 组织总工会党员
干部参观李大钊故居， 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 “追寻民族复兴红色
密码三公里” 活动， 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 进一步
引导广大党员学思践悟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 党
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 机关及
事业单位全体在职党员、 积极分
子5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 党员干部们参观了
故居内李大钊同志的照片 、 书
刊、 遗物等有关资料， 认真聆听
讲解员的讲解。

据介绍，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
值， 他在后宅胡同 （现为文华胡
同） 居住时期， 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 创建中国共产党、 建立国民
革命统一战线， 巩固和发展国共
合作、 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中共北方党组织的
一些重要会议， 也曾经在李大钊
的书房内召开。

参观结束后， 在鲜红的党旗
下， 党员整齐肃立， 佩戴党徽，
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誓言
在李大钊故居院内回响， 宣示着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矢志奋斗
的坚强决心。

随后， 党员干部们以 “李大
钊故居———新文化街———西绒线
胡同———东绒线胡同———国家博
物馆” 为路线， 开展 “追寻民族
复兴红色密码三公里” 活动。 从
李大钊故居到国家博物馆， 只有
短短3公里， 却堪称中华民族走
上复兴之路的缩影。 重走当年李
大钊每天的必经之路， 寻找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密码”， 启迪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文化自信。

大家一致认为， 李大钊同志
的崇高革命理想， 为全体中国共
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为新
时代的工会党员干部， 要牢记初
心使命， 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
的政治本色，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 履职尽责， 扎
实工作。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开展这次党日
活动， 就是追寻革命踪迹， 认真
学习李大钊同志那种为实现共产
主义伟大理想而踏实工作 、 矢
志不渝、 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精
神。 下一步， 各支部要认真组织
党员学习和讨论， 把这种精神转
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动力， 为促
进 西 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开 创 新
时 代 工会事业新局面做出新的
贡献。

■研讨

直奔问题去
拿出方案来

9月19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调研工作头脑风暴研讨会。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张中喜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 副
主席林育才、 刘方振出席会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
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会上， 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负责人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对北京重
要讲话精神， 围绕服务保障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绕党的领导
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等问题， 立足工会职能
职责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 对照
自身的思想与工作实际， 开门见
山， 直奔问题， 逐一提出了调研
的方向与主题。

为开好这次会议， 区总工会
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
人从深挖问题、 分析原因、 寻找
对策三个方面 ， 提前做好了准
备 。 在抛出议题后 ， 大家在思
想、 观点碰撞的过程中， 与会人
员在不受限制的气氛中， 积极思
考， 随时插话， 畅所欲言， 相继
对工会宣传形式创新少、 非公企
业建会难、 服务职工覆盖率低、
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等突出的难点
问题， 多角度、 多层面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和讨论 。 在完成 “集
体会诊” 后， 班子成员分别对大

家的议题和对策的可行性进行点
评， 并提出工作意见。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对每位发言人员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做了记录， 并进行
总结讲话。 他表示， 召开这次头
脑风暴研讨会 ， 符合 “不忘初
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的要
求， 大家奔着问题去， 着眼查找
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调
研工作找准了方向。 他强调， 一
是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 “人民为
中心” 的发展思想， 自觉对标对
表， 深入开展调研； 二是要紧紧
围绕区委、 区总工会正在做的事
情， 突出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持头
脑清醒， 扎实做好职工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 把问题找准， 把工作
做实， 让国庆服务保障调研工作
的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改进作
风、 推动工作和维护稳定上； 三
是要紧紧围绕工会职能职责， 坚
持问题导向， 明确工会工作的落
脚点， 对于会上提出的事关一线
职工关心的切身利益， 尽快拿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 真正做到
“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所应”。 他
希望 ， 各部门要转作风 、 强担
当、 抓落实， 积极主动与上级单
位联系和对接， 领导班子将根据
需要及时进行协调， 确保各项调
研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检视

主动检视问题
促进整改落实

9月25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推
进会。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主持会议，党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许畅出席本次会
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 ， 机关各部
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认真学
习了 《西城区总工会关于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 整改落实安排方案》 , 依
照方案中的内容， 区总工会同时
制定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
作安排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本次主题教育
的最大特点是不划阶段， 不分环
节。 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 在
解决问题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在
检视问题中， 找实问题、 把准症
结、 深挖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在整改落实中， 把 “改” 字贯穿
始终， 推动区总工会全体党员干
部把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立行立改、 持续整改的务
实行动。

张中喜在会上提出三点要
求， 第一是要把调研、 检视、 整
改工作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进
行； 第二是各科室要在国庆节后
的第一周将调研、 检视、 整改的
材料报送至主题教育办公室进行
汇总； 第三是国庆将至， 要加强
意识形态、 安全平安、 廉政工作
的教育。

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李大钊故居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
香山革命纪念地时的重要讲话

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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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思想与工作实际， 开门见
山， 直奔问题， 逐一提出了调研
的方向与主题。

为开好这次会议， 区总工会
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
人从深挖问题、 分析原因、 寻找
对策三个方面 ， 提前做好了准
备 。 在抛出议题后 ， 大家在思
想、 观点碰撞的过程中， 与会人
员在不受限制的气氛中， 积极思
考， 随时插话， 畅所欲言， 相继
对工会宣传形式创新少、 非公企
业建会难、 服务职工覆盖率低、
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等突出的难点
问题， 多角度、 多层面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和讨论 。 在完成 “集
体会诊” 后， 班子成员分别对大

家的议题和对策的可行性进行点
评， 并提出工作意见。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对每位发言人员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做了记录， 并进行
总结讲话。 他表示， 召开这次头
脑风暴研讨会 ， 符合 “不忘初
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的要
求， 大家奔着问题去， 着眼查找
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调
研工作找准了方向。 他强调， 一
是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 “人民为
中心” 的发展思想， 自觉对标对
表， 深入开展调研； 二是要紧紧
围绕区委、 区总工会正在做的事
情， 突出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持头
脑清醒， 扎实做好职工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 把问题找准， 把工作
做实， 让国庆服务保障调研工作
的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改进作
风、 推动工作和维护稳定上； 三
是要紧紧围绕工会职能职责， 坚
持问题导向， 明确工会工作的落
脚点， 对于会上提出的事关一线
职工关心的切身利益， 尽快拿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 真正做到
“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所应”。 他
希望 ， 各部门要转作风 、 强担
当、 抓落实， 积极主动与上级单
位联系和对接， 领导班子将根据
需要及时进行协调， 确保各项调
研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检视

主动检视问题
促进整改落实

9月25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推
进会。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主持会议，党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许畅出席本次会
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 ， 机关各部
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认真学
习了 《西城区总工会关于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 整改落实安排方案》 , 依
照方案中的内容， 区总工会同时
制定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
作安排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本次主题教育
的最大特点是不划阶段， 不分环
节。 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 在
解决问题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在
检视问题中， 找实问题、 把准症
结、 深挖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在整改落实中， 把 “改” 字贯穿
始终， 推动区总工会全体党员干
部把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立行立改、 持续整改的务
实行动。

张中喜在会上提出三点要
求， 第一是要把调研、 检视、 整
改工作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进
行； 第二是各科室要在国庆节后
的第一周将调研、 检视、 整改的
材料报送至主题教育办公室进行
汇总； 第三是国庆将至， 要加强
意识形态、 安全平安、 廉政工作
的教育。

■启动

为期五周
每周一天开展学习活动

9月17日上午， 西城区总工
会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班启动仪式， 区总
工会党组成员 、 机关党委副书
记、 委员及各党支部书记参加启
动仪式。

据了解， 区总工会主题教育
读书班将重点围绕 《中国共产党
章程》、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 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
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跟进学
习内容， 为期5周、 每周学习不
少于1天时间。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 是贯彻落
实 《关于在西城区总工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的实施方案 》 的一项重要举
措， 是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主题
教育始终的现实要求。 为推动学
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往
实里走， 区总工会采取集中读书
的形式， 将时间化整为零， 便于
统筹安排好主题教育学习和开展
各项工作。

张中喜强调， 党组班子、 机
关党委、 各党支部要静下心、 坐
下来， 认认真真地读原著、 学原
文、 悟原理， 理解其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 ， 通过持续深入的学
习，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
工会工作的强大动力。

据了解 ， 区总工会党组班
子、 机关党委、 各党支部当天分
别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 》、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时的重要讲话。

■参观

追寻革命踪迹
传承红色基因

9月18日下午， 西城区总工
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特色党日活动， 组织总工会党员
干部参观李大钊故居， 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 “追寻民族复兴红色
密码三公里” 活动， 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 进一步
引导广大党员学思践悟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 党
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 机关及
事业单位全体在职党员、 积极分
子5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 党员干部们参观了
故居内李大钊同志的照片 、 书
刊、 遗物等有关资料， 认真聆听
讲解员的讲解。

据介绍，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
值， 他在后宅胡同 （现为文华胡
同） 居住时期， 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 创建中国共产党、 建立国民
革命统一战线， 巩固和发展国共
合作、 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中共北方党组织的
一些重要会议， 也曾经在李大钊
的书房内召开。

参观结束后， 在鲜红的党旗
下， 党员整齐肃立， 佩戴党徽，
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誓言
在李大钊故居院内回响， 宣示着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矢志奋斗
的坚强决心。

随后， 党员干部们以 “李大
钊故居———新文化街———西绒线
胡同———东绒线胡同———国家博
物馆” 为路线， 开展 “追寻民族
复兴红色密码三公里” 活动。 从
李大钊故居到国家博物馆， 只有
短短3公里， 却堪称中华民族走
上复兴之路的缩影。 重走当年李
大钊每天的必经之路， 寻找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密码”， 启迪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文化自信。

大家一致认为， 李大钊同志
的崇高革命理想， 为全体中国共
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为新
时代的工会党员干部， 要牢记初
心使命， 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
的政治本色，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 履职尽责， 扎
实工作。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开展这次党日
活动， 就是追寻革命踪迹， 认真
学习李大钊同志那种为实现共产
主义伟大理想而踏实工作 、 矢
志不渝、 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精
神。 下一步， 各支部要认真组织
党员学习和讨论， 把这种精神转
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动力， 为促
进 西 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开 创 新
时 代 工会事业新局面做出新的
贡献。

■研讨

直奔问题去
拿出方案来

9月19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调研工作头脑风暴研讨会。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张中喜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 副
主席林育才、 刘方振出席会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
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会上， 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负责人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对北京重
要讲话精神， 围绕服务保障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绕党的领导
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等问题， 立足工会职能
职责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 对照
自身的思想与工作实际， 开门见
山， 直奔问题， 逐一提出了调研
的方向与主题。

为开好这次会议， 区总工会
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
人从深挖问题、 分析原因、 寻找
对策三个方面 ， 提前做好了准
备 。 在抛出议题后 ， 大家在思
想、 观点碰撞的过程中， 与会人
员在不受限制的气氛中， 积极思
考， 随时插话， 畅所欲言， 相继
对工会宣传形式创新少、 非公企
业建会难、 服务职工覆盖率低、
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等突出的难点
问题， 多角度、 多层面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和讨论 。 在完成 “集
体会诊” 后， 班子成员分别对大

家的议题和对策的可行性进行点
评， 并提出工作意见。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对每位发言人员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做了记录， 并进行
总结讲话。 他表示， 召开这次头
脑风暴研讨会 ， 符合 “不忘初
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的要
求， 大家奔着问题去， 着眼查找
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调
研工作找准了方向。 他强调， 一
是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 “人民为
中心” 的发展思想， 自觉对标对
表， 深入开展调研； 二是要紧紧
围绕区委、 区总工会正在做的事
情， 突出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持头
脑清醒， 扎实做好职工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 把问题找准， 把工作
做实， 让国庆服务保障调研工作
的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改进作
风、 推动工作和维护稳定上； 三
是要紧紧围绕工会职能职责， 坚
持问题导向， 明确工会工作的落
脚点， 对于会上提出的事关一线
职工关心的切身利益， 尽快拿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 真正做到
“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所应”。 他
希望 ， 各部门要转作风 、 强担
当、 抓落实， 积极主动与上级单
位联系和对接， 领导班子将根据
需要及时进行协调， 确保各项调
研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检视

主动检视问题
促进整改落实

9月25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推
进会。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主持会议，党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许畅出席本次会
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 ， 机关各部
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认真学
习了 《西城区总工会关于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 整改落实安排方案》 , 依
照方案中的内容， 区总工会同时
制定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
作安排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本次主题教育
的最大特点是不划阶段， 不分环
节。 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 在
解决问题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在
检视问题中， 找实问题、 把准症
结、 深挖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在整改落实中， 把 “改” 字贯穿
始终， 推动区总工会全体党员干
部把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立行立改、 持续整改的务
实行动。

张中喜在会上提出三点要
求， 第一是要把调研、 检视、 整
改工作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进
行； 第二是各科室要在国庆节后
的第一周将调研、 检视、 整改的
材料报送至主题教育办公室进行
汇总； 第三是国庆将至， 要加强
意识形态、 安全平安、 廉政工作
的教育。

■启动

为期五周
每周一天开展学习活动

9月17日上午， 西城区总工
会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班启动仪式， 区总
工会党组成员 、 机关党委副书
记、 委员及各党支部书记参加启
动仪式。

据了解， 区总工会主题教育
读书班将重点围绕 《中国共产党
章程》、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 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
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跟进学
习内容， 为期5周、 每周学习不
少于1天时间。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 是贯彻落
实 《关于在西城区总工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的实施方案 》 的一项重要举
措， 是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主题
教育始终的现实要求。 为推动学
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往
实里走， 区总工会采取集中读书
的形式， 将时间化整为零， 便于
统筹安排好主题教育学习和开展
各项工作。

张中喜强调， 党组班子、 机
关党委、 各党支部要静下心、 坐
下来， 认认真真地读原著、 学原
文、 悟原理， 理解其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 ， 通过持续深入的学
习，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
工会工作的强大动力。

据了解 ， 区总工会党组班
子、 机关党委、 各党支部当天分
别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 》、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时的重要讲话。

■参观

追寻革命踪迹
传承红色基因

9月18日下午， 西城区总工
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特色党日活动， 组织总工会党员
干部参观李大钊故居， 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 “追寻民族复兴红色
密码三公里” 活动， 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 进一步
引导广大党员学思践悟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 党
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 机关及
事业单位全体在职党员、 积极分
子5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 党员干部们参观了
故居内李大钊同志的照片 、 书
刊、 遗物等有关资料， 认真聆听
讲解员的讲解。

据介绍，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
值， 他在后宅胡同 （现为文华胡
同） 居住时期， 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 创建中国共产党、 建立国民
革命统一战线， 巩固和发展国共
合作、 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中共北方党组织的
一些重要会议， 也曾经在李大钊
的书房内召开。

参观结束后， 在鲜红的党旗
下， 党员整齐肃立， 佩戴党徽，
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誓言
在李大钊故居院内回响， 宣示着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矢志奋斗
的坚强决心。

随后， 党员干部们以 “李大
钊故居———新文化街———西绒线
胡同———东绒线胡同———国家博
物馆” 为路线， 开展 “追寻民族
复兴红色密码三公里” 活动。 从
李大钊故居到国家博物馆， 只有
短短3公里， 却堪称中华民族走
上复兴之路的缩影。 重走当年李
大钊每天的必经之路， 寻找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密码”， 启迪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文化自信。

大家一致认为， 李大钊同志
的崇高革命理想， 为全体中国共
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为新
时代的工会党员干部， 要牢记初
心使命， 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
的政治本色，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 履职尽责， 扎
实工作。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开展这次党日
活动， 就是追寻革命踪迹， 认真
学习李大钊同志那种为实现共产
主义伟大理想而踏实工作 、 矢
志不渝、 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精
神。 下一步， 各支部要认真组织
党员学习和讨论， 把这种精神转
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动力， 为促
进 西 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开 创 新
时 代 工会事业新局面做出新的
贡献。

■研讨

直奔问题去
拿出方案来

9月19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调研工作头脑风暴研讨会。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张中喜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 副
主席林育才、 刘方振出席会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
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会上， 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负责人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对北京重
要讲话精神， 围绕服务保障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绕党的领导
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等问题， 立足工会职能
职责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 对照
自身的思想与工作实际， 开门见
山， 直奔问题， 逐一提出了调研
的方向与主题。

为开好这次会议， 区总工会
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
人从深挖问题、 分析原因、 寻找
对策三个方面 ， 提前做好了准
备 。 在抛出议题后 ， 大家在思
想、 观点碰撞的过程中， 与会人
员在不受限制的气氛中， 积极思
考， 随时插话， 畅所欲言， 相继
对工会宣传形式创新少、 非公企
业建会难、 服务职工覆盖率低、
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等突出的难点
问题， 多角度、 多层面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和讨论 。 在完成 “集
体会诊” 后， 班子成员分别对大

家的议题和对策的可行性进行点
评， 并提出工作意见。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对每位发言人员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做了记录， 并进行
总结讲话。 他表示， 召开这次头
脑风暴研讨会 ， 符合 “不忘初
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的要
求， 大家奔着问题去， 着眼查找
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调
研工作找准了方向。 他强调， 一
是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 “人民为
中心” 的发展思想， 自觉对标对
表， 深入开展调研； 二是要紧紧
围绕区委、 区总工会正在做的事
情， 突出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持头
脑清醒， 扎实做好职工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 把问题找准， 把工作
做实， 让国庆服务保障调研工作
的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改进作
风、 推动工作和维护稳定上； 三
是要紧紧围绕工会职能职责， 坚
持问题导向， 明确工会工作的落
脚点， 对于会上提出的事关一线
职工关心的切身利益， 尽快拿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 真正做到
“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所应”。 他
希望 ， 各部门要转作风 、 强担
当、 抓落实， 积极主动与上级单
位联系和对接， 领导班子将根据
需要及时进行协调， 确保各项调
研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检视

主动检视问题
促进整改落实

9月25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推
进会。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主持会议，党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许畅出席本次会
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 ， 机关各部
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认真学
习了 《西城区总工会关于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 整改落实安排方案》 , 依
照方案中的内容， 区总工会同时
制定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
作安排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本次主题教育
的最大特点是不划阶段， 不分环
节。 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 在
解决问题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在
检视问题中， 找实问题、 把准症
结、 深挖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在整改落实中， 把 “改” 字贯穿
始终， 推动区总工会全体党员干
部把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立行立改、 持续整改的务
实行动。

张中喜在会上提出三点要
求， 第一是要把调研、 检视、 整
改工作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进
行； 第二是各科室要在国庆节后
的第一周将调研、 检视、 整改的
材料报送至主题教育办公室进行
汇总； 第三是国庆将至， 要加强
意识形态、 安全平安、 廉政工作
的教育。

■启动

为期五周
每周一天开展学习活动

9月17日上午， 西城区总工
会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班启动仪式， 区总
工会党组成员 、 机关党委副书
记、 委员及各党支部书记参加启
动仪式。

据了解， 区总工会主题教育
读书班将重点围绕 《中国共产党
章程》、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 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
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跟进学
习内容， 为期5周、 每周学习不
少于1天时间。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 是贯彻落
实 《关于在西城区总工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的实施方案 》 的一项重要举
措， 是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主题
教育始终的现实要求。 为推动学
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往
实里走， 区总工会采取集中读书
的形式， 将时间化整为零， 便于
统筹安排好主题教育学习和开展
各项工作。

张中喜强调， 党组班子、 机
关党委、 各党支部要静下心、 坐
下来， 认认真真地读原著、 学原
文、 悟原理， 理解其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 ， 通过持续深入的学
习，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
工会工作的强大动力。

据了解 ， 区总工会党组班
子、 机关党委、 各党支部当天分
别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 》、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时的重要讲话。

■参观

追寻革命踪迹
传承红色基因

9月18日下午， 西城区总工
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特色党日活动， 组织总工会党员
干部参观李大钊故居， 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 “追寻民族复兴红色
密码三公里” 活动， 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 进一步
引导广大党员学思践悟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 党
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 机关及
事业单位全体在职党员、 积极分
子5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 党员干部们参观了
故居内李大钊同志的照片 、 书
刊、 遗物等有关资料， 认真聆听
讲解员的讲解。

据介绍，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
值， 他在后宅胡同 （现为文华胡
同） 居住时期， 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 创建中国共产党、 建立国民
革命统一战线， 巩固和发展国共
合作、 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中共北方党组织的
一些重要会议， 也曾经在李大钊
的书房内召开。

参观结束后， 在鲜红的党旗
下， 党员整齐肃立， 佩戴党徽，
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誓言
在李大钊故居院内回响， 宣示着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矢志奋斗
的坚强决心。

随后， 党员干部们以 “李大
钊故居———新文化街———西绒线
胡同———东绒线胡同———国家博
物馆” 为路线， 开展 “追寻民族
复兴红色密码三公里” 活动。 从
李大钊故居到国家博物馆， 只有
短短3公里， 却堪称中华民族走
上复兴之路的缩影。 重走当年李
大钊每天的必经之路， 寻找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密码”， 启迪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文化自信。

大家一致认为， 李大钊同志
的崇高革命理想， 为全体中国共
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为新
时代的工会党员干部， 要牢记初
心使命， 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
的政治本色，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 履职尽责， 扎
实工作。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开展这次党日
活动， 就是追寻革命踪迹， 认真
学习李大钊同志那种为实现共产
主义伟大理想而踏实工作 、 矢
志不渝、 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精
神。 下一步， 各支部要认真组织
党员学习和讨论， 把这种精神转
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动力， 为促
进 西 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开 创 新
时 代 工会事业新局面做出新的
贡献。

■研讨

直奔问题去
拿出方案来

9月19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调研工作头脑风暴研讨会。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张中喜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 副
主席林育才、 刘方振出席会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
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会上， 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负责人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对北京重
要讲话精神， 围绕服务保障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 围绕党的领导
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等问题， 立足工会职能
职责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 对照
自身的思想与工作实际， 开门见
山， 直奔问题， 逐一提出了调研
的方向与主题。

为开好这次会议， 区总工会
机关各部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
人从深挖问题、 分析原因、 寻找
对策三个方面 ， 提前做好了准
备 。 在抛出议题后 ， 大家在思
想、 观点碰撞的过程中， 与会人
员在不受限制的气氛中， 积极思
考， 随时插话， 畅所欲言， 相继
对工会宣传形式创新少、 非公企
业建会难、 服务职工覆盖率低、
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等突出的难点
问题， 多角度、 多层面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和讨论 。 在完成 “集
体会诊” 后， 班子成员分别对大

家的议题和对策的可行性进行点
评， 并提出工作意见。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对每位发言人员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做了记录， 并进行
总结讲话。 他表示， 召开这次头
脑风暴研讨会 ， 符合 “不忘初
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的要
求， 大家奔着问题去， 着眼查找
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调
研工作找准了方向。 他强调， 一
是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 “人民为
中心” 的发展思想， 自觉对标对
表， 深入开展调研； 二是要紧紧
围绕区委、 区总工会正在做的事
情， 突出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持头
脑清醒， 扎实做好职工群众思想
政治工作， 把问题找准， 把工作
做实， 让国庆服务保障调研工作
的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改进作
风、 推动工作和维护稳定上； 三
是要紧紧围绕工会职能职责， 坚
持问题导向， 明确工会工作的落
脚点， 对于会上提出的事关一线
职工关心的切身利益， 尽快拿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 真正做到
“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所应”。 他
希望 ， 各部门要转作风 、 强担
当、 抓落实， 积极主动与上级单
位联系和对接， 领导班子将根据
需要及时进行协调， 确保各项调
研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检视

主动检视问题
促进整改落实

9月25日下午， 区总工会举
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推
进会。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主持会议，党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许畅出席本次会
议， 区总工会机关各部室、 直属
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 ， 机关各部
室、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认真学
习了 《西城区总工会关于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 整改落实安排方案》 , 依
照方案中的内容， 区总工会同时
制定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
作安排表。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张中喜表示， 本次主题教育
的最大特点是不划阶段， 不分环
节。 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 在
解决问题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在
检视问题中， 找实问题、 把准症
结、 深挖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在整改落实中， 把 “改” 字贯穿
始终， 推动区总工会全体党员干
部把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立行立改、 持续整改的务
实行动。

张中喜在会上提出三点要
求， 第一是要把调研、 检视、 整
改工作以职工群众满意为标准进
行； 第二是各科室要在国庆节后
的第一周将调研、 检视、 整改的
材料报送至主题教育办公室进行
汇总； 第三是国庆将至， 要加强
意识形态、 安全平安、 廉政工作
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