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川隆光置
业有限公司党总
支认真对照实施
方案，严格按照上
级党委安排部署
和具体要求，持续
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全面落实

“为民办实事”工
作举措，有序开展
各项工作。

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
在党员干部自学的基础上，采取理

论中心组、好书分享交流会、红色电影、
红色景点参观、与辖区单位、社区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等学习活动，进一步丰富
学习手段，提升党员学习热情，增强学

习效果。利用好“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结合我们的节日及疫情防控、创建
文明城市等重大工作安排，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促进成果转化。

(党总支）

细化措施、狠抓落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坚持把为民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根本点，将打造“四有、四讲、四比、
四看”的企业团队为落脚点，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6月1日组织开展“童心六月、关爱

服务”主题党日，向儿童福利院捐赠
16000元物资。研究制定《员工关爱帮
扶实施方案》，激发员工特别是基层相
对困难员工的干事创业主动性；9月份
开展“迎十一谋发展，我为隆光献良策”
征集活动，全体党员积极响应并广泛参
与，共征集到意见建议42条，党支部结
合工作实际针对广大党员提供的意见
建议一一进行答复。

物业党支部每月以“红色议事厅”
“回音壁”为基础，以“红色服务管家”为

“为民办实事”的实施主体，同时建立
“事前、事中、事后”的红色物业服务档
案。每月开展品质督查体系检查，督促
提升为民办实事的效率和结果，下发各
类通报32期，整改问题403项。在“为
民办实事”中涌现出柴兴忠、徐志勇等
表现突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公司

“立典型、树新风”上进行宣传，激励广
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民办实事”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养老党支部把如何更好的服务长
者、促进银川养老事业发展作为工作的
落脚点，先后开展7次“敬老爱老”办实
事活动。包括“长者生日会”“学雷锋志
愿服务月”“医疗专家义诊”等活动，受
到长者和群众好评。

提高站位、创新发展，感悟思想伟力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总支委员、董
事长先后两次为全体员工开展企业文
化讲座，把党史学习作为重要的内容，
激发员工干事创业激情；坚持引导员工
通过学习《学习强国》《大国重器》感悟
祖国发展过程中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发
挥，发扬工匠精神；认真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组织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四史”、等；坚持党建引领团建，将养老
党支部康养中心打造为青少年团建阵
地，设立共青团团员先锋站、志愿服务
站、青春加油站、青年之家风采榜、老年
大学等，吸收青少年志愿者8人，并依托
康养中心团建阵地开展主题团日，向广
大青少年宣讲革命先辈人物事迹，并发
动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帮助空巢老人打
扫卫生、志愿理发、免费义诊等志愿服
务7次。

丰富形式，强化监督，促进学习成果入脑入心
将“学党史”内容与各项重点工作

同安排同部署。公司党总支每月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
论述、跟进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
据银川市住建系统非公企业行业党委
党建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及自身工作实
际，制定党建工作计划、党史学习计划
和安排，并向各支部下发党建重点工
作任务清单，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安
排部署；购买党史学习教育材料100
余本，向57名党员发放学习材料，开
展公司OA办公系统网络答题、学习
强国积分评比，每月对党员学习笔记、
答题情况、学习强国分数进行检查，将
检查结果作为公司绩效考核、党员评
星定格、党员评优选差和公司“立典
型、树新风”的重要依据。

丰富学习形式，确保学习效果。
各党支部召开主题党日12次，5月1
日组织党员重走六盘山，感受长征精
神，7月1日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
文艺汇演。物业党支部3至9月份分
别开展以人才交流培养、党建教育基
地观摩、同行业党建工作交流、慰问
老党员、孤寡老人及残障儿童、基层
员工慰问、最美业主评选及保洁员技
能大赛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养老党
支部联合西夏区老年大学临时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康养中心老年党
员“走进闽宁镇 感悟山海情”参观移
民发展史；6月7日开展党史知识竞
赛活动，巩固党史学习效果；广泛开
展学习研讨。

以考促学检验效果。 8月份对
57名党员进行党史学习教育考试，
考察党员是否掌握党史主要脉络，是
否了解党史的重大事件等。5月24
日，在银川市住建系统非公企业行业
党委举办的“学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感党恩激发前进动力”党史知识竞赛
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公司党总支共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研讨会6次，进行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民族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党课宣讲，深入学习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按要求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并进行评星定
格。于每月中旬发布公司内刊，宣传

“立典型 树新风”典型事迹，树立榜
样形象。制作红色记忆微党课专题
节目，发布革命历史故事、革命人物
故事、宁夏党史故事等党史学习教育
内容，目前发布12期。公司利用微
信公众号隆光视野及抖音号宣传党
史学习教育，截止目前转发人数过万
人，观看人数过十万人。

高位谋划，全面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

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高度
重视，于3月成立以党总支书记为组
长，党总支委员、党建专干为组员的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3月13日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及时
传达上级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及领导

指示，准确把握上级实施党史学习
教育的目要求；研究制定《银川隆光
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
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结合公
司20余项具体业务工作内容，明确
时间表、责任人落实有效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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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惦记
更是行动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 100 周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切实
引导公司全体党员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4
月 19日，公司党总支开展“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党史教育主题实践
活动。

活动以庄严而神圣的授书仪式开
始。3月初，党总支部支出近7000元
为每位党员购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
摘编》《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
党简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问答》4套党史学习系列
书籍，在4月19日以主题党日的形式
发放给全体党员，机关、物业、养老党

支部书记及公司总经理分别代表各基
层组织从党总支书记手中接过成套经
典红色书籍。

在授书仪式上，党总支书记着重
强调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
义，“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是一次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化，结
合公司党总支部2021年创建“五星级
党组织”的工作要求，要理论联系实
际，将各项党建工作做实、做好；要传
承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激发“立足岗
位、建功立业”的内生动力，为公司的
生产经营工作做好坚实的保障，实现
党建强发展强的目标。

有了精神和理论上的认知后，组
织全体党员集体前往宁夏工委纪念馆
瞻仰革命旧址，用红色资源教育党员
感悟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参加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在活
动中回顾建党百年奋斗历程和用鲜血
与汗水凝炼的红色精神，更加真切体
会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内心深受感

染和洗礼，也更加明确自身的使命担
当。作为企业中的一支先锋力量，就
要积极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
作用。 （机关党支部）

隆光党总支开展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党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以学促干、以学促进，将
学习成效转化办实事的工作
动能，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隆光党总支于2021年5
月2日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入党申请人前往六盘
山红军长征纪念亭开展“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党史学习
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
不仅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
区，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
丰碑。毛泽东《清平乐·六盘
山》诗词，已勒石建碑于山下，
以昭示后人。为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政
府于1986年在六盘山顶峰修
建了红军长征纪念亭，曾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纪
念亭题词。

当天，烟雨蒙蒙，六盘山巍
巍高耸，红军长征纪念亭屹立
山巅。全体党员干部冒着风
雨，感受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为本次的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
动增加了一份别样的情怀。

走进红军长征纪念亭，全
体党员面向党旗，在党总支的
领誓下激情昂扬地重温了入
党誓词。

在纪念馆展区，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通过参观实物、观看图片
影像资料，大家一起重温了历史
的硝烟战火，深入了解长征历
史、体验到了长征的伟大与艰

辛，用心感受着红色经典。
纪念馆展区参观完毕后，

隆光公司全体员工在纪念馆
提供的活动场地里开展了团
建活动。美好的时光总是过
得很快，时光在大家的欢声笑
语中悄悄的溜走，不留神到了
该离开的时候了。这时天空
已放晴，红军长征纪念亭如同
一个揭开面纱的美女婀娜的
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全体党
员集体在红军长征纪念馆外
共同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
唱祖国》等经典歌曲，用自己
的歌声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歌声环绕着整个红军长征纪
念亭，也更加坚定了在场每一
位党员的理想信念，感受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活动结束后，隆光党总支
又以“隆光视野”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一期以《重温红色记
忆，伴着隆光节奏，收拾心情，
整装待发》为主题的视频。视
频情景再现着长征的伟大与
艰辛。大家纷纷用留言转发
的形式互动交流，谈感受、谈
认识。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全体党员干部要继续传承
发扬好长征精神，坚持共产主
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切实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良好的党
性修养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积极推动
隆光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机关党支部）

6月30日，隆光公司建党100周
年及隆光西萃芳庭一周年庆典如期在
隆光康养中心举行，为党的百年华诞
献礼，也为我们自己的一周岁庆生。
庆祝活动以“栉风沐雨迎百年，隆光助
您享人生”为主题，约200人参加本次
庆祝活动。

活动在康养中心姑娘们表演的民
族舞中展开，轻快的乐曲，婀娜的舞姿
很快将喜庆的氛围散溢到整个现场，引
燃了在场人快乐的情绪。隆光党总支
部书记王淼、医养居公司总经理王子靖
分别致辞，为党的百岁生日送上祝福。
他们表示，全体隆光人将传承红色精
神，赓续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做出更大
成绩。公司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
召，将养老事业做好做强，为政府解忧，
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精心编排的庆典节目陆续
登台，有社区居民表演的舞蹈《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灯火里的中
国》，有公司员工的深情朗诵《百年奋
斗，砥砺前行》，有康养中心老人的现
场感悟之言，有主持人穿插进行的党
史竞猜，有老党员的现场挥毫，有康
养中心老人幸福生活的VR展示等
等，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在场
人员的爱党之情充分演绎出来。特
别是党史竞猜，将党的百年发展中关
键历史事件展现出来，让大家在短短
几分钟之内回顾了党的历史，感慨当

年革命先辈的不易。庆典尾声，大家
分享了甜蜜的生日蛋糕，共同度过了
别有意义的温馨时光。 最后,庆典活
动在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中落下帷幕。

据悉，在七一前夕，隆光公司党总
支分别对公司退休党员及社区老党员
进行慰问，对他们过往岁月中给予公
司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在
康养中心，为在院老党员献上鲜花，与
党共庆生日，让他们感受到家人之外
的另一份关怀。他们大部分已近耄耋
之年，最长者的党龄已有60年之久，
他们或行动不便，或语言不清，但和他
们聊起当年参加革命的往事时，却表
现出极高的热情，那些岁月，那些经
历，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显现。他
们已不能给我们完整的解答和讲述，
但从他们只言片语及闪光的眼神中告
诉我们，那一定是一个值得奋斗、值得
回忆的过往，是印在脑海里的，不被岁
月时光所磨蚀，真的令人敬重，愿他们
健康长寿。

公司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
的顺利开展，使全体员工深受教育、深
有体会，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深入践
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
基本要求，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以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在继续谱
写新的历史篇章中贡献隆光力量！

（养老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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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党旗 火红的心

建党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纪实
一百年栉风沐雨，一百年

砥砺奋进。在举国同庆中国
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银川隆
光置业有限公司举行系列庆
祝活动，营造浓厚氛围，激励
全体员工在新征程上凝心聚
力、奋勇争先，为公司的发展
汇聚起更强大的力量。

100 个春秋的洗礼，磨砺
出一个坚毅又勇敢的党；300
多天的摸索与探求，整合出一支新鲜又敢拼的队伍。1年前，正是在您和祖国母
亲的号召与鼓励下，我们满怀信心，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为“银发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