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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职院委〔2021〕19 号 签发：林世全

中共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总支、直属支部，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工作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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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共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7 日

送：省委教育工委、市委组织部、市大学城党委，党委委

员、副院长

发：各总支、直属支部，各部门、二级学院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4月 2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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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工作方案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隆重热烈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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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大事，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院深入推进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学院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实现“十

四五”发展目标，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中央、省委、

省委教育工委、市委的安排部署，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市委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升政治站位，以饱满的热情，崭新的风貌，唱响时代

主旋律，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讲好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故事，集

中展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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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克难中壮大，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坚持把“立德树人”

融入教育活动各环节之中，推动全院师生进一步坚定信仰信

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推进职教鼎兴，有效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扎实推进学院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立足宜宾、辐射西南、全国

一流、国际水平”的现代职业院校做出更大贡献。

二、重点任务

庆祝活动坚持做实规定动作、做优自选动作、做好协同

动作，通过“一学一讲一阐释”筑牢理想信念、“一看一唱

一联颂”汇聚磅礴伟力、“一谈一悟一奋进”砥砺初心使

命。在学院统一组织活动的基础上，各总支、直属支部要结

合自身实际，开展灵活多样的庆祝活动，做到活动无死角，

覆盖无盲区。

（一）在党向党，通过 一学一讲一阐释”筑牢理想信

念，行好向党致敬的教育礼

1.“一学”：学好党的历史

主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及“四史”内容等。

（1）开展“弘扬革命史、礼赞新时代”党史大学习活

动。拟订全年学习计划，以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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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日常理论学习、自学相结合的方

式，在全体党员和教职工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牵头领导：

陈林、叶茜，责任部门：宣传统战部、组织部、各党总支、

直属支部。全年开展）

（2）开展学生学习教育。依托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将党史学习教育纳入全年教学计划，选派优秀教师，精心设

置课程，精心遴选史料，精心组织教学。（牵头领导：陈林、

王志刚、叶茜，责任部门：宣传统战部、马院、各二级学院。

全年开展）

（3）把“我为师生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内容。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体要求

和学院“三全育人”实施方案的具体举措，实实在在做好校

区调迁，“双高”创建，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改善，贫困学生

关爱，书记院长直通车反映问题的快速处理等工作，办实事、

见实效。（牵头领导：各分管领导，责任单位：各部门、二

级学院。全年开展）

（4）开展“知党史、记党恩、强党性、明党志”党史

知识竞赛。通过党史竞赛，加深大学生对党的历史、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和信心。（牵头领导：叶茜，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

马院。5 月开展）

2.“一讲”：讲好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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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党员干部大宣讲活动。党委主要领导为全院

师生进行一次党史宣讲，其他党委领导到联系二级学院党总

支开展党史宣讲。支部书记、思政老师要通过专题报告、班

团会、寝室座谈等多种形式，上好“微党课”。（牵头领导：

陈林，责任单位：宣传统战部、组织部、团委、工会、马院，

各二级学院。4 月开展）

（6）开展“党史我来讲、红色照我心”演讲大角逐活

动。在干部、教师中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主题开展

讲演，增强宗旨意识，筑牢信仰之基。在学生中开展以“信

仰之光接力传•复兴之路谱新篇”为主题开展讲演，传承红

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牵头领导：叶茜、江仁朝，责任

单位：宣传部、学工部。6 月开展）

（7）开展“红色榜样引我成长”系列主题报告。邀请

“时代楷模”“英雄人物”“劳模工匠”“技能大师”“新

进人物”等进校园开展系列主题报告，讲好铭记党恩的心声、

成长成才的新路、先进群体的形象，承续好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牵头领导：叶茜、

江仁朝，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9 月开展）

3.“一阐释”：阐释理论精髓

（8）专家阐释。结合“鼎兴年轻干部”培训计划，邀

请专家以及市委宣讲团来院开展“四史”专题讲座。讲清讲

透讲实讲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牵头领导：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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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叶茜，责任单位：宣传部。5 月开展）

（9）研讨阐释。在学院内新闻媒介开设党史、创新理

论学习专栏，在全院师生中开展党史研究、创新理论学习研

讨论文征集活动，遴选优秀论文进行评奖表扬。（牵头领导：

陈林、陈三军、叶茜，责任单位：组织部、宣传部。10 月开

展）

（二）在党爱党，通过“一看一唱一联颂”汇聚磅礴伟

力，奏响向党祝福的协奏曲

4.“一看”：看辉煌成就

（10）开展“伟大的历程、光辉的业绩”百年成就大展

览活动。以实物展览，图片、视频展览、网络展览等形式，

全院集中组织开展一次百年成就展，聚焦百年党史，突出红

色元素，发掘身边典型，展现学院风貌。（牵头领导：江仁

朝、叶茜，责任单位：工会、学工部、宣传部。6 月开展）

（11）组织收听收看。组织收听收看中央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营造礼赞中国共产党的浓厚氛围。

（牵头领导：江仁朝、叶茜，责任单位：学工部、宣传部。）

（12）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观影活动。组织

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集中观看爱国主义影片，传承红色

基因，涵养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牵头领导：江

仁朝、叶茜，责任单位：学工部、宣传部。4-7 月开展）

5.“一唱”：唱红色歌曲

（13）开展“欢歌新时代、颂歌献给党”红歌大传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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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学院各类活动中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

向复兴》《百年》《奔小康》《到人民中去》等歌曲。展现

当代大学生与党同行、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

行、与梦想同行的价值追求，展现学院奋进新征程、担当新

作为、焕发新气象的拼搏风采。（牵头领导：江仁朝、叶茜，

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团委。全年开展）

（14）组织“红心向党、歌颂党恩、传唱经典”大型拉

歌比赛。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成合唱团，开展拉歌比赛，展

现学院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校企合作的良好氛围。（牵头

领导：陈林、江仁朝、叶茜，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

团委。6 月 29 日开展）

6.“一联颂”：联颂党的恩情

（15）组织“礼赞英雄”活动。颂扬卫国戍边英雄、“七

一勋章”和“两优一先”获得者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先进

典型，充分展示功勋模范和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示

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取得

的丰硕成果。本活动结合百年成就展进行。（牵头领导：江

仁朝、叶茜，责任单位：工会、学工部、宣传部。6 月开展）

（16）组织好校园艺术节。编排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师生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节目和党史经典桥段演绎活动。

（牵头领导：江仁朝、叶茜，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

团委。11 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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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组织“致敬经典”活动。组织开展“传承中华经

典、弘扬红色文化、感恩党的深情”中华经典诵读、中华经

典吟唱活动。本活动结合校园艺术节进行。（牵头领导：叶

茜，责任单位：宣传部、团委、人文学院。11 月开展）

（18）组织开展学院“两优一先”评选表扬。组织开展

“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表扬，集

中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良好

形象和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党员教师奋发作为、努力工作。

（牵头领导：陈林、陈三军，责任单位：组织部。6 月开展，

6 月 29 日结合拉歌活动进行表扬）

（三）在党为党，通过“一谈一悟一奋进”砥砺初心使

命，构筑向党感恩的鼎兴路

7.“一谈”：谈深学习体会

（19）开展“静心读党史、青春献给党”征文大感恩活

动。党员干部和校长教师侧重从理论层面，围绕“礼赞百年

•共襄复兴”谈观点、谈见解。学生侧重从思想层面，围绕“红

色伟业•青春梦想”谈认识、谈体会。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巨大贡献热情，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

伟力。全院评选优秀文稿通报表彰。承接宜宾市首届大学生

“学党史、感党恩、悟思想、做新人”征文大赛。（牵头领

导：叶茜，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团委。10 月开展）

8.“一悟”：悟透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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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开展“行红色长征、悟苦难辉煌”大研学活动。

组织党员干部、教师、学生代表，围绕英雄、复兴、创新、

信念四个主题，前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遗迹、纪

念馆、博物馆等开展红色研学旅行、追寻红色记忆，倾听革

命故事、感悟苦难辉煌，通过“红色走读”方式，将红色资

源转变为“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牵头领导：叶茜，

责任单位：宣传部、马院。7、8 月开展）

（21）组织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和“在线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牵头领导：江仁朝，责任单位：

学工部、团委。7、8 月开展）

9.“一奋进”：砥砺奋进新时代

（22）开展“奋进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任务大落实活

动。全面落实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党委、行政 2021

年工作要点确定的目标任务，大力推进学院党建示范校创

建、“三全育人”、四川省“双高”院校创建、校区调迁、

产教融合项目、教育教学标志性成果、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

文化建设、国际交流合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

积极开展“对标竞进、创先争优”活动，推动党建引领、教

育鼎兴再上新台阶，开创学院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牵头领

导：各分管领导，责任单位：各部门、二级学院。全年开展）

（23）组织“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以实际行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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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共产党员突击

队”，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冲锋在前、攻坚在先，带领广大

教师为学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牵头领导：陈林、

陈三军，责任单位：组织部。4 月组建，全年开展）

三、保障措施

（一）坚持正确方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政治性、理论性、政策性强，各方面关注度高，必须坚定不

移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团

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

对一些重要问题、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评价，必须符合《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和中央有关精神，严格落实舆情管控和思想舆论引

导特别是网上引导，及时澄清模糊思想认识，坚决反对和抵

制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错误观点，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突出思想内涵。庆祝活动要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

市委部署要求结合起来，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结合起来，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教育，突出政治性、思想性、实效性，精心谋划

各项工作。党史学习教育由宣传部制定专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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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搞好统筹结合。坚持庆祝活动与事业发展“两手

抓，两手硬”，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主题，有效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构建人才生态、科技生态、产业

生态与教育生态深度融合的产教融合新模式。切实做好在学

习中领悟原理，在运用中指导实践，在融合中推动工作。

（四）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把庆祝活动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摆在突出位置。学院成立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统筹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全力营造学

习宣传浓厚氛围。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靠前指挥、

亲自安排。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要系统安排、

统筹指挥，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主题相近、形式相同

的活动要合并安排，不重复活动。重要庆祝活动尤其是涉外

庆祝活动要按照规定程序报批，组织的论坛、研讨会等要严

格管理、有管有控，严防偏差。不搞各类献礼活动，不得借

庆祝名义搞商业投机和不正之风，不得以庆祝名义擅自新

建、改扩建、翻建工程。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庆祝活动，

加强对活动场所和集中活动的防控措施。宣传部牵头，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列出活动清单和时间表，各责任单位分段分

头组织实施，确保系列庆祝活动安全有序、隆重热烈。

附件：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活动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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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暨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林世全 学院党委书记

伍小兵 学院副书记、院长

常务副组长：陈 林 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 组 长：古文伟 学院常委、副院长

闫景丽 学院常委、副院长

江仁朝 学院常委、副院长

王志刚 学院常委、副院长

陈三军 学院常委、组织部部长

朱 涛 学院常委、党政办主任

叶 茜 学院常委、宣传统战部部长

成 员：王赛、黄天齐、刘吉梅、陈琪、莫莉、先员华、

黄应强、成洲，谭仁人、王斌、廖晓东、郭正富、李小兵、

李强、刘雪梅、张中东、谢炽勋、邓永海、胡忠义、陈寰、

袁列、徐奇霖、李恩田、陈效军、林伟、周杰、李俊强、温

燕萌、高永贵、杨仕群、严增镔。

领导小组下设庆祝活动办公室（设在党政办），由朱涛

担任办公室主任；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统战

部），由叶茜担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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