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体彩中心何时成立党
建部钥 党建部工作的目标任务是
什么钥

江苏省体彩中心于 2015年成
立党群部袁负责党建尧工会尧群团
等工作遥 2022年初调整为党建部袁
目的是集中力量尧 进一步提升党
建工作质量遥 中心党总支下属三
个支部袁推进日常各项党建工作遥

江苏省体彩中心党建部的具
体工作内容都有哪些钥

根据部门岗位职责袁 江苏体
彩党建部主要负责院 制定和实施
省中心党总支党建工作计划袁负
责中心党总支学习尧宣传尧培训和
发展党员工作袁 负责各支部工作
的综合协调和督查督办袁 负责中
心意识形态工作袁 负责共青团日
常工作袁牵头开展廉政建设工作袁
监督中心采购工作袁 监督各类物
资和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袁 完成
其他交办的工作事项遥

江苏省体彩中心党建部成立
以来袁做了哪些具体工作钥

党建部自成立以来袁 根据岗
位职责袁 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遥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遥 通过
制定年度学习计划尧日常落实野三
会一课冶制度等袁带领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尧党的十九大及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尧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尧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
述尧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等袁就热
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遥 推动党史学
习遥 2021年袁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遥 积极参与
省体育局组织的 野党在我心中冶知
识竞赛遥 充分利用野党员之家冶宣传
栏尧江苏体彩网野党建之窗冶等宣传
阵地袁开展党建宣传袁与时俱进抓
好意识形态工作遥

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遥 落实
野三会一课冶尧组织生活会尧民主评议
党员尧谈心谈话等党内组织生活制
度袁推出特色党课遥 丰富主题党日

活动形式袁组织参观浙江嘉兴野南
湖红船冶尧上海野一大会址冶尧新四军
纪念馆尧周恩来纪念馆尧刘老庄八
十二烈士陵园尧 梅园新村纪念馆尧
红色李巷等党日活动遥 认真做好月
度党费收缴管理尧党员发展等日常
党务工作遥 定期做好党员信息录入
及更新遥 完成党总支尧各支部换届
选举遥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袁激活组
织活力遥 疫情期间袁组织党员群众
参加防疫志愿服务遥

三是做好廉政作风建设遥 强
化制度建设袁 重大节日前后开展
自查整治袁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袁杜绝野四风冶问题遥 签署叶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承诺书曳袁制定叶廉
政风险排查防控手册曳袁出台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遥 参与省
体育局党风廉政月尧 廉洁文化作
品征集活动遥 通过组织观看廉政
教育片尧学习违法违纪典型案例尧
前往廉政教育基地等方式袁 开展
警示教育袁强化拒腐防变的能力遥
开展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自查整
治袁开展野找补改提冶抓落实行动袁
认真落实省体育局年度作风建设

考核要求袁充分借助考评结果袁持
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遥

四是开展丰富党群活动遥 党建
方面袁总支与支部开展了主题丰富
的活动遥 2021年袁结合建党 100周
年袁 在全省体彩机构范围内开展
野强党建引领袁 促体彩发展要要要庆
祝建党 100周年征文活动冶遥 近年
来袁各支部开展知识问答尧野学党史
庆冬奥冶尧野童心向党冶尧野走进江苏女
排学习女排精神冶尧野重温革命岁月
传承红色精神冶等形式多样的党日
活动遥 组织党员积极参加局系统
野党在我心中冶歌唱比赛遥 2019年袁
结合建国 70周年袁在野马克思主义
青年说冶活动中表演小品叶中奖了曳遥
参加省体育局组织的野祖国在我心
中冶征文遥 党总支与南京凤凰街社
区党委开展共驻共建活动袁帮助社
区困难党员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袁为
部分困难家庭送上了慰问金遥 群众
活动方面袁 历年组织春游秋游尧室
外拓展尧趣味运动会尧全省系统足

球比赛尧摄影比赛尧龙舟比赛尧保龄
球比赛尧拔河比赛尧登山比赛尧消防
运动会遥 设立中心图书室袁丰富员
工文化生活遥 对困难尧退休职工进
行慰问遥

党建工作是体育彩票事业发
展的重要引领袁抓好党建工作是提
升体彩系统工作战斗力的重要基
础遥 江苏省体彩中心在开展党建
工作过程中袁 是如何结合体育彩
票具体工作实践的钥

推进党建与体彩具体业务工
作相结合尧相融合袁是江苏体彩一
直努力的方向遥

2019年袁省体彩中心党总支与
中国电信江苏公司政企部党总支建
立党建联盟合作袁共同推进野责任彩
票冶 建设和 5G时代信息化建设遥
2020年袁开展党建联盟网点引流项
目试点工作调研袁 以党建带动业务
发展尧 双网点合作赋能提升服务遥
2021年袁围绕野两在两同建新功冶袁开
展全省范围内野创新赛冶活动袁为体
育彩票事业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遥

充分践行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理念遥 2021年袁江苏体彩在商业综
合体中建立体育彩票旗舰店袁方便
公众购彩曰实现体育彩票实体店代
销合同电子化管理袁 规范网点管
理遥 积极落实疫情防控和网点帮
扶工作袁2021年袁江苏体彩投入共
计约 4000万元专项经费袁 帮扶网
点约 12000个遥2022年预计投入 1
亿元袁计划帮扶网点约 14000个遥

今年野七一冶期间以及最近一
个时期袁江苏省体彩中心围绕党建
工作开展了哪些活动钥 反响如何钥

近期袁江苏体彩中心紧密结合
党建要求袁重点开展了以下三方面
的工作遥

一是根据省级机关工委以及
省体育局的部署袁认真落实野新思
想 e起学冶活动遥专门拟定下发叶关
于落实野新思想 e起学冶活动相关
工作的通知曳袁 要求各支部党员认
真学习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冶系列专题袁撰写心得
体会遥 积极参与每月在线有奖答
题袁巩固各阶段学习成果遥 不少同
志都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遥 大家
在本次活动过程中袁进一步加强了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袁切实提升了
理论素养尧政治能力和业务本领遥

二是贯彻落实酒驾醉驾专项
整治工作遥 6月 14日袁邀请南京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二级高级警长尧南
京电视台叶宏琪说交通曳节目主持
人王宏琪袁为全体员工做了酒驾醉
驾专项整治以及交通安全专题讲
座遥 王警官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
经验袁通过具体事故案例袁以案说
法袁深刻剖析了酒驾醉驾以及违反
交通规则对社会安全尧个人生活造
成的严重危害遥 此前袁省体彩中心
全体人员签署了叶党员干部拒绝酒
驾醉驾承诺书曳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
今后将以实际行动对酒驾醉驾做
到野零容忍冶袁共同营造安全尧文明
的良好社会氛围遥

三是今年 7至 9月将根据叶省
体育局机关党委关于开展野清风廉
韵冶话清廉活动的通知曳袁开展野清
风廉韵话清廉冶五个一活动袁计划
通过组织主题讲座尧举办读书会尧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方式袁深入贯
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战略袁落实廉
洁从政要求遥 渊供图院江苏体彩冤

姻记者戴新尧于彤报道
2022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第 101周年，是党
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
级体彩机构扎实推进党建
工作，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队伍
建设，各级体育行政部门
和体彩机构认真履行相关
规定，按照《体育总局关于
加强体育彩票领域风险防
控工作的意见》和驻总局
纪检监察组《监督建议书》
的要求，着力防范化解体
彩领域潜在的突出问题和
重大风险，依法治彩力度
逐步增强。

在全国，江苏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下称江苏
省体彩中心）是非常重视
党建工作开展的省级体彩
机构之一。就在 2022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第 101
周年之际，江苏省体彩中
心的党建部全新亮相。

党建工作对于体育
彩票工作开展具有什么
样的重大意义？体育彩票
在开展党建工作中的具
体工作内容和要求都有
哪些？7 月 1 日，中国共
产党迎来成立第 101 周
年纪念日。值此之际，
《中国体彩报》通过走访
江苏省体彩中心以及相
关部门同志，为大家探寻
“体彩党建”这四个字背
后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相
关脉络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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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中心”成立了“党建部”

关于江苏体彩党建部的“五问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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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体彩中心党员
参加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江苏省体彩中心落实野新思想 e起学冶活动 参观红色李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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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七月来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101个年头。
自 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 28年以来，中国体育彩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颗红心向党，汇聚忠诚力量，为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本报今期推出“彰显忠诚担当 体彩红心向党”特别策划专题，聚焦在党旗指引下的体彩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体彩

系统党员干部奋进风采，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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