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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党员甘当平凡岗位“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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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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本报专访山东体彩党员吴玉龙———

“体彩党员要勇于担责甘为人梯”
风
采

共产党员要让奉献与担当成

为习惯袁在平凡岗位甘当野螺丝钉冶遥
在体彩系统袁广大党员默默无闻作
贡献袁勤勤恳恳干事业袁在奋斗中
感受快乐袁在付出中收获甘甜遥

吕兴祖院一丝不苟干野兼职冶
野90后冶 党员吕兴祖是天津

市体彩中心渠道销售部的区域主

管袁 负责天津市五个片区的体彩
销售尧渠道拓展尧合规运营及实体
店日常管理等工作遥

为及时掌握市场销售情况袁吕
兴祖经常和专管员一起巡店走访遥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袁他还野兼
职冶担任培训师袁参与员工以及代
销者尧销售员的业务培训工作遥

受疫情影响袁 近两年天津体
彩的培训工作多以小型线下培训
与线上培训结合方式进行袁 线上
培训主要在腾讯课堂和天津体彩
app双平台进行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天津体彩 app培训模块是吕兴祖
牵头与同事一起摸索搭建的遥 该
模块除了搭载线上直播课程袁还

增加了体彩基础知识视频和实体

店宣传物料板块袁 功能丰富的培
训模块得到大家一致点赞遥

培训工作平均每月一次遥对于
吕兴祖来说袁每一次备课尧讲课都要
花费不少精力遥 他干劲儿十足袁注
重创新袁让培训课堂更有吸引力遥

有着 11 年党龄的吕兴祖表
示袁 党员要在奋斗中践行初心使
命尧 展现担当作为袁野做好培训工
作是为体彩实体店未来发展打基

础袁这份耶兼职爷工作很有意义遥 冶

杨俊院冲在一线战疫情
今年 4月中旬袁 青海体彩积

极响应疫情防控政策袁 组建青年
志愿服务队驰援抗疫工作遥 西宁
市体彩专管员尧 青年党员杨俊第
一时间报名袁 被派往西宁市海湖
广场的核酸采集点袁 支援数据采
集和样本护送工作遥

志愿服务期间袁杨俊每天在岗
时间超过 12个小时遥 除了协助测
温亮码尧信息登记袁他还负责采集
点样本运送工作遥有时一天采集的

样本量超过 6900个袁 每隔三四个
小时就要把样本送到检测中心遥
野我不断提醒自己要谨慎袁 一切按
照标准流程做袁不能出错遥 冶他说遥

完成志愿服务工作后袁杨俊开
始为实体店复工复产忙碌遥 目前袁
西宁市各实体店的消毒液尧消毒湿
巾尧口罩等防护用品配备齐全袁为购
彩者提供了安全的购彩环境遥 这批
防护用品就是杨俊和同事张有海

仅用三天时间送到代销者手中的遥
野我和同事两天就把西宁市所

有体彩店跑了一遍袁第三天是查缺
补漏袁给一些未开门的店铺补送物
资遥冶杨俊表示袁当时的想法是这项
工作要用最少人来完成袁野出去的
人越多袁风险越大遥 冶他说院野面对疫
情袁党员靠前站尧往前冲袁是理所应
当的事遥 这个时候袁我们就得豁得
出去尧顶得上来遥 冶

曾兵院真诚服务作公益
江西南昌体彩代销者曾兵是

一名共产党员袁 从事体彩工作 15
年遥 他的体彩店是南昌第一家五星

级门店尧第一家体彩野党员示范店冶遥
野要帮助购彩者树立正确购

彩观念袁理性看待大奖袁多关注公
益事业遥 冶曾兵认为袁做好体彩公
益理念宣传是实体店销售工作的

重要一环袁野我们是国家公益金筹
集的执行者遥 这份事业能惠及许
多需要帮助的人袁 我们需要让更
多人了解彩票公益属性遥 冶

2017年 8月袁曾兵响应江西
体彩中心号召袁在体彩店设立野环
卫工人休息点冶袁还在体彩店打造
党员学习天地袁 摆放各类政治理
论书籍袁方便大家学习遥 野当他们
知道我是党员时袁 就会产生信赖
感遥 冶购彩者以及更多人的信任袁
让曾兵在经营中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袁始终坚持
诚信经营遥

野我只做了一名体彩代销
者尧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遥 冶
曾兵说袁野干体彩就是作公益袁付
出比收获更让我感觉幸福遥 冶

吕兴祖尧杨俊尧曾兵只是众多
体彩党员的缩影遥 他们来自不同

岗位袁 有着共同闪光点要要要在平

凡岗位踔厉奋发尧笃行不怠袁践行
体彩党员的初心使命袁 为公益事
业贡献力量遥 渊丰佳佳冤

从办公室综合工作袁到人力
资源部副部长袁 到党建办主任袁
再到临沂体彩分中心主任袁吴玉
龙的体彩经历相当丰富遥不论在
哪个岗位袁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人袁时刻牢记肩负
的党员责任遥

2004年袁吴玉龙加入山东体
彩袁担任办公室综合工作遥 2017
年袁山东省体彩中心组建党群工
作部袁 吴玉龙开始负责党建工
作遥 他边干边学袁高度重视政治
理论和党建知识学习袁 学文件尧
学制度尧学著作尧学理论袁仅用半

年时间使自己从野门外汉冶变成
野内行人冶遥

吴玉龙认为袁 党建引领作
用的发挥不仅靠思想教育袁还
要研究制定切实管用的政策袁
聚焦核心问题集中发力遥 为了
找准突破口袁 吴玉龙组织召开

座谈会尧一对一交流尧深入基层
进行调研袁 根据山东体彩事业
发展战略和队伍现状袁 推动形
成了一个个有针对性尧 行之有
效的措施和制度袁 致力于为山
东省体育彩票事业的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遥

“体彩党员要勇于承
担责任，甘为人梯，推动公
益事业不断发展。”作为
一名有着 8年党龄、从事
体彩行业 18 年的体彩老
兵，山东省体彩中心党总
支委员党建办主任、临沂
体彩分中心主任吴玉龙这
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自 2019年开始袁山东省体彩
中心在全省体彩从业人员中开展
野最美山东体彩人冶 树先评优活
动袁共有 34人获得野最美山东体
彩人冶称号袁向社会展示了公益体
彩的责任担当遥 从活动策划执行

到勋章设计制作等袁 吴玉龙都参
与其中遥 野为他们授牌袁我既激动
又自豪遥 冶吴玉龙说遥

2021年底袁吴玉龙通过竞聘
上岗袁担任临沂分中心主任袁兼任
山东省体彩中心党总支委员党建

办主任袁踏上了新征程遥 上任后袁
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开展工
作袁积极调动员工积极性袁开创性
开展实施县区一对一帮扶政策袁
效果显著遥 截至 2022年 6月底袁
临沂体彩销量 8.5亿多元袁 增幅

全省第一遥
吴玉龙说院野体彩是一份光荣

的公益事业遥作为一名体彩党员袁
我愿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袁
一直努力奋斗遥 冶

渊张秀秀冤吴玉龙

吕兴祖渊右冤

曾兵渊中冤

杨俊渊左冤

从“门外汉”到“内行人”

说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袁
吴玉龙将基层党建工作总结为野五
力并举促发展冶袁即从学习力渊野书
香体彩冶冤尧组织力渊支部标准化建
设冤尧战斗力渊作风建设冤尧影响力
渊志愿服务冤尧安全力渊正风肃纪冤五
方面持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遥

2021年袁 吴玉龙参与起草加
强作风建设意见野十二条冶袁起草工
作花费三个多月时间袁改过九次最

终定稿遥 吴玉龙说袁刚接到这个任
务时袁心里有些发怵袁野写这个制度
面临两个问题院 一是如果写得太
大尧太宽泛袁就会因为缺乏具体指
导容易成为泛泛的倡导曰二是如果
写得太细致袁长效引领作用就会降
低袁 可能到时候只能适应一部分
人袁使整个制度的适用范围变窄遥冶

通过向领导多次请示以及与
一线工作人员积极沟通袁 这份制

度的核心内容得以最终确定遥野十
二条冶意见袁如今已经成为山东体
彩干部队伍加强作风建设的具体
规范和指导遥

此外袁 吴玉龙还积极参与制
定山东体彩野四要八不准冶员工行
为规范尧野三项要求十条禁令冶正风
肃纪规定等一系列长效制度袁助力
山东体彩攻艰克难尧高质量发展遥

近年来袁 山东体彩党建工作

水平显著提升袁 在山东省体育局
系统保持领先水平袁 多项工作得
到省委尧省体育局高度评价遥吴玉
龙参与的 野党建与业务一体化考
核冶 项目获得国家体彩中心党建
创新项目奖袁 济南分中心党支部
成为省直机关 野样板党支部冶袁山
东体彩以志愿服务推动责任彩票
建设和促进基层党建的做法被国
家体彩中心尧省体育局推广遥

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我是体彩党员我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