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基层党（工）委、直属总支： 

我校基层党组织 2018年 11月的组织生活主要内容是按

照上级要求，认真开展日常组织生活，具体要求如下： 

1.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国教育大会 9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

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李克

强在会上讲话。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做好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的各项工作，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上来，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确保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落实落地。 

2.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8 月中旬，

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强调，《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党的

纪律建设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以党规党纪形式固

定下来，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的要求细化具体化。坚持问题

导向，针对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扎紧笼子，实现制度的

与时俱进，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

更加有效。 

各二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督促各基层党支部开

展《条例》的相关学习，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

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巩固发展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常态

化效果，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

的利器作用。 

3. 学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

9 月 27 日，党中央作出关于追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

继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中委〔2018〕

732 号）。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他们是共产党

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强调“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

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决定》号召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恪



尽职守、担当有为的敬业精神，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高

境界，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道德情操，自觉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自觉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学习宣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并以此为契机，挖掘选树身边“救死

扶伤”“立德树人”的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政治觉悟，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为上

海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加快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不懈奋斗。 

4. 集中组织参观“党史进校园”活动。为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党员要学习党史的要求，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策划推

出了党史展板展览：《红色脚印：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重

大事件、重大转折》，集封面、前言、结语及 25 个脚印故事

共 54 个展面。设计精美，材料翔实，图文并茂。 

近期，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与同济大学合作，共同开

展“党史进校园”展览活动。展览活动从 11 月 3日至 31日

为期一个月，展览地点：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图书馆一楼大

厅，请各二级党组织届时做好组织参观工作，具体要求见附

件 4。 

5. 组织观看红色诗剧《追寻》。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在同济校园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红色文化、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学校

将于 11 月 20 日-24 日开展同济大学红色艺术教育周系列活

动。11 月 20 日（周二）13:30-14:50 为红色诗剧《追寻》

（演出地点：大礼堂）在职教工和离退休党员专场。请以二

级党组织为单位，统一组织领票，领票数量一般不应低于本

单位教工党员（包括在职及离退休教工党员）总数的 30%。

学生党员专场由学研工部统筹安排。 

领票时间：11 月 12 日至 15 日工作时间； 

领票地点：同济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团委）304 办公

室； 

联系人：林宇航 18221207191 

（注：领票前请提前 30分钟以上通过电话预约，以便工

作人员提前分票）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8 年 10 月 31日 

 

 

  



学习附件： 

 

附件 1： 

全国教育大会相关学习素材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

18_zt18/ 

 

附件 2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 年修订）相关学习素材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jlcftl/ 

附件：党纪处分条例宣讲 PPT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8/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jlcftl/


附件 3： 

 

（2018 年 9 月 27 日）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六〇研究所原党委委员、副所长黄群，某试验平台原负责人

宋月才，某试验平台原机电负责人姜开斌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3 位同志面对台风和

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

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

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

秀代表、时代楷模。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群、宋月才、姜开

斌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

许党报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

所长、开山岛村党支部原书记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

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

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对王继才同志的家人，有关方面要关心慰问。对像王继



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

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给予

更多关心爱护。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表彰

宣传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典

型，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努力创造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党中央决定，追

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黄群，男，湖北武汉人，1967 年 5 月出生，199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党委委

员、副所长。2018 年 8 月 20 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受台

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危急时刻，黄群同志带领第七六〇研

究所 11 名同志组成抢险队，冒着狂风涌浪对试验平台进行

加固作业，不幸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年仅 51 岁。黄群同志长期从事国家战略型号产品科研与管

理，负责或参与多型战略装备总体科研、设计、建造、试验

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长年坚

守科研、生产第一线，以“老黄牛”精神担当尽责、苦干实

干，持续研究和改进质量管理方法，先后组织完成 16 项国军

标、船标的制定修订，组织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



为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作出突出成绩，为我国舰船事业奉

献了一生。 

宋月才，男，辽宁丹东人，1957年 1 月出生，198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某试验

平台负责人。2018 年 8 月 20 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受台

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宋月才与抢险队员一起对试验平台进

行加固作业，面对狂风巨浪，他坚持最后撤离，因体力不支

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终年 61 岁。宋月

才同志曾任海军某部艇长、基地副主任等职务，他既是指挥

员又是战斗员，身先士卒、亲力亲为。他刻苦钻研、技术全

面，屡次带领团队解决诸多技术难题，历时 7年完成试验平

台改造任务，先后编写 7 本试验平台人员培训教材，为提升

关键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事业饱含深厚感情，不为国

外高薪聘请所动，以舍小家顾大家保国家的情怀，为祖国建

设贡献了毕生力量。 

姜开斌，男，湖南常德人，1956年 12 月出生，197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某试

验平台机电负责人。2018 年 8 月 20 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

台受台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姜开斌冲锋在前，与抢险队员

一起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不幸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

救无效，壮烈牺牲，终年 62 岁。姜开斌同志曾任海军某部舰

艇机电长，他爱岗敬业、能力突出，把满腔热血全部倾注到

舰船事业中。他不图名、不图利，退休之后仍以一名“老兵”



的热忱和执着参与试验平台工作，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同志，手把手地带出一支高水平的专

业队伍，带领团队出色完成多项技术保障任务，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 

王继才，男，江苏灌云人，1960 年 8 月出生，2003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

开山岛村党支部原书记。2018 年 7 月 27 日，王继才同志在

执勤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58 岁。王继

才同志始终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安排，自 1986 年起，毅

然担起守卫黄海前哨开山岛的重任。他和妻子以海岛为家、

与艰苦为伴，坚持每天升起国旗，每天按时巡岛，护航标、

写日志，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他舍小家为国家，

守岛 32 年只有 5 个春节与家人团聚，孩子从小无法照顾，

父母去世、女儿结婚，都因坚守执勤没有及时赶回。王继才

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海防事业，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

份爱国奉献的忠诚答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黄群、宋月才、姜

开斌和王继才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忠实践行者，是用生命践行入党誓言、用奋斗书写时代篇

章的光辉榜样。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

学习他们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自觉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学习他们恪尽职守、担当有为的敬业精

神，立足本职岗位，不务虚功、干在实处，主动担责、全力

尽责，以实干诠释使命，以实干创造实绩。学习他们甘于奉

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境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

建功立业，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得住，把理想

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清廉

自守的道德情操，清白做人、干净干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自觉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英雄是时代的标杆，爱国奉献是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

志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纳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采取多种形式学习英雄、宣传英雄。

要引导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提高

政治觉悟，崇尚英雄、见贤思齐，争当先进、锐意进取，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附件 4： 

（1）“党史进校园”活动展览时间：11月3日-11月31日 

参观地点：四平路校区图书馆一楼大厅（开放时间：

周一到周日 7：30-22:30（国定假除外）） 

（2）由于参观场地有限，参观人数较多，请各二级党组

织组织好在职教工党支部，严格按照附件“‘党史进校园活

动’在职教工党支部参观时间分配表”的时间安排到场参观

和离场。如确无法按照时间安排前往，请避开每周二下午，

自行前往参观。 

（4）离退休和学生党支部请严格避开每周二下午的参

观时间，充分利用其他时间开展参观和学习，无需预约。 

（5）入馆参观务必携带一卡通，按次刷卡入场；如部分

单位员工无一卡通，可提前一天联系预约后，进场参观。 

（6）如需提前预约参观，请以二级党组织为单位，联系

图书馆吕宬老师，联系方式： 65983835/13818668184/ 

chlv@lib.tongj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