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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总工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会

坚定信念守初心 主动作为担使命

10月31日上午， 西城区总工会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四
次集中研讨会。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 区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林育才， 刘方振参加会议。 区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宋甲乐到
会指导。

会上， 张中喜围绕党的政治
建设 、 全面从严治党 、 理想信
念、 宗旨性质、 担当作为、 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 党性修养、 廉
洁自律等八个方面， 从对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怎么看 ”、
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应当 “怎么
办 ” 、 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应当
“怎么干” 三个角度， 交流了自
己的学习体会， 并同其他党组成
员进行集中研讨。

张中喜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起， 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
为行动指南，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了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
来” 的奋斗目标。 我们党之所以
能不断前进、 取得一次又一次的
胜利，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
是全党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

张中喜表示初心和使命， 涉
及立党执政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问题， 是
事关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
到哪里去”、 “为了谁， 我要干
什么 、 应该干什么 ” 等重大命
题。 明确和把握好中国共产党初
心和使命的深刻内涵， 对开展好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张中喜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
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 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的伟大跨越。

当前， 西城区正处在深化科

学治理、 促进区域发展转型与管
理转型、 全面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的关键阶段 。 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 工会组织承担着引领广大职
工听党话、 跟党走， 团结动员全
区广大职工建功立业的重大政治
责任， 迫切需要教育引导工会广
大党员干部守初心、 担使命， 找
差距、 抓落实。

张中喜指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就是要坚持
把理想信念作为精神之钙， 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 遵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保持宗旨性质， 强化担当作为，
强化党性锤炼， 恪守廉洁自律，
在矛盾面前不躲闪， 在挑战面前
不畏惧， 在困难面前不退缩， 努
力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张中喜强调， 对照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 对照作为 “关键少
数” 的岗位职责， 党员干部践行
初心使命， 必须要认真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发挥理论学习的表率作用；
必须要带头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 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 坚
决做到 “两个维护”， 发挥政治
坚定的表率作用； 必须要围绕正
在做的事情 ， 勇于正视矛盾问
题， 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
项， 发挥勇于担当的表率作用；
必须要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
好各项工作， 真正当好职工群众
信赖的 “娘家人”， 发挥为民务
实的表率作用； 必须要严格执行
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驰而不息反
“四风”、 转作风， 永葆共产党员
清正廉洁的本色， 发挥廉洁自律
的表率作用。

■研讨

三个角度交流体会
争做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观展

从国庆彩车看祖国变化
10月22日至25日， 区总工会

组织上百名直属基层工会党员干
部、 工会会员、 劳模、 匠人、 工
会社工到朝阳体育中心参观 “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彩车
展”，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 进一步激发广大
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 西城区总
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许畅参加
本次活动。

现场，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 年 大 会 群 众 游 行 方 阵 中 精
彩 亮 相的 “开天辟地 ” “不忘
初心”、 “绿水青山” “体育强
国” “中华儿女” 等28辆主题彩

车按照国庆游行的顺序排开。 伴
随着讲解员的讲解， 大家了解了
这 些 彩 车 背 后 的 故 事 以 及 所
代 表 的寓意 ， 并不时地驻足拍
照作纪念。

“从严治党” 彩车基于 “全
面从严治党在路上本身就是道路
延伸” 的概念， 从彩车的底部到
党章的位置设计一条彩色的阶
梯， 这条阶梯从黄色渐变到党章
的红色， 寓意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 彩车展示了 “党的十八
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

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
建设，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
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不断提高党
的建设力量，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 等内
容。 不少党员干部现场深刻领会

彩车中蕴含的丰富寓意， 并在彩
车前合影留念。

“‘祖国万岁’ 彩车， 花团
锦簇 ， 这辆彩车的寓意也很明
显， 我们的祖国就像这些五颜六
色的花朵， 向世界展现着多姿多

彩的模样， 在发展道路上不断前
行。” 参观后大家纷纷表示， 从
这些主题彩车上， 看到了祖国日
新月异的变化 。 在今后的工作
中 ， 大家要立足本职 、 爱岗敬
业， 做好职工的 “娘家人”。

■学习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红色之路
近日，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

组织地区工会会员前往香山公
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暨秋季健步行活动。

抵达香山公园后， 职工们首
先参观了毛泽东和朱德 、 刘少
奇、 周恩来、 任弼时同志在香山
的居住办公地 ， 其中包括思亲
舍、 多云亭等8处革命遗址， 实
地感受了中共中央当时在香山的
工作生活情景。 在讲解员的引领
下， 大家一起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前的这一段重要历史进程， 现场
聆听了 “历史沿革和景观现状”，
“赶考精神的由来”， “中共中央
进京路线” 等讲解， 对革命历史
再次进行了缅怀。

参观完毕后， 职工们三五成
群， 登山揽胜， 锻炼身体， 愉悦
身心， 并相互交流着参观感想，
纷纷表示通过参观， 深刻体会到
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呕
心沥血奋斗的艰苦过程以及革命
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 更坚定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决心
和信心。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主席陈
金喜表示， 近期， 街道总工会陆
续开展了参观世园会、 主题征文
及健步行等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系列活动， 旨在不断推进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
同时 ， 团结带领地区企业职工
“听党话跟党走”， 增强企业职工
参与地区建设的自豪感、 责任感
和使命感。

■调研

拓宽工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10月21日， 大栅栏街道总工

会在服务站二层召开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扩大职工服
务覆盖面专题调研” 座谈会。 大
栅栏街道总工会主席李玉萍与街
道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各社区社
工、 非公企业职工代表20人汇聚
一堂， 听取地区企业会员们的意
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 地区企业会员积
极踊跃发言， 赞扬了今年街道总
工会的各项工作。

“今年， 区总工会开展了太
极、 舞蹈、 瑜伽等课程， 提高了

自己的身体素质， 丰富了自己的
业余生活， 开阔了眼界， 提高了
生活品味。 同时， 我希望明年区
总工会能增加更多的课程， 满足
地区一线职工对课程的需求和热
情， 并创新课程安排， 开展课程
兴趣小组等活动， 提高专业性训
练， 进行阶段性成果汇报演出等
活动， 充分满足更多企业职工的
兴趣爱好。” 一位地区企业会员
说道。

李玉萍表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扩大职工服务覆
盖面专题调研” 是街道总工会在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紧紧围绕地
区职工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
的需求， 主动查找问题， 制定完
善 措 施 、 打 通 服 务 职 工 最 后
一 公 里的有力举措 。 2020年 ，
街道总工会将围绕职工对美好生
活 的 多 方 面 需 求 ， 全 力 做 好
工 会 课程的整体设计 ， 持续跟
进、 综合服务， 多措并举持续性
地开展好各项课程， 丰富和提升
工 会 课 程 品 质 ， 拓 宽 工 会 服
务 的 广度和深度 ， 使工会服务
站真正成为职工的 “娘家人” 和
“贴心人”。

西城区总工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四次集中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