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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7月 1日，资
阳农商银行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暨“七一”表扬大会。

会议在嘹亮的 国 歌 声 中 开 幕 ，
该行党委书记刘刚作“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讲话，随后对
全行 2018 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
了表扬。会议还特邀市委党校马航
东教授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该行党支部支委成员、党务工作
人员进行了一场党的建设工作专题
培训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党课。

本报讯（黄惠 记者 李小凤）6
月 27日，乐至县人民医院党委开展
庆“七一”系列活动。

活动中，医院全体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党委书记、院长谢中全给
全 体 党 员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专 题
党 课《从 严 治 党 廉 政 廉 医》；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丽娟带领
大家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功
勋荣誉表彰条例》，并对评选出
的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优
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党 员 先 锋 岗 和 党 员 服 务 示 范 窗
口进行表扬并颁奖；全体参会人
员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医鉴》，
并在签名墙上签名，促使每名党
员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努力目标，
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为医院发展
集聚正能量。

6 月 28 日上午，各支部相继走
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党龄 50 年以上
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
和党组织的关怀。

本报讯（吴双桂）7 月 1 日，安岳
县级领导进村入户开展“七一”走访
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给他们
送去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走访过程中，慰问组每到一户，
都与老党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每一
位老党员的身体状况及生产生活情
况，叮嘱他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并希
望他们继续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积极为党委、政府工作建言

献策。同时，慰问组一行还嘱咐相关
乡镇、村（社区）负责人，一定要多关
心老党员、老同志，要及时了解并帮
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老党员们纷纷表示，收到来自党
组织的关爱，感到非常温暖和感动，
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和责
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继续为村（社区）各项事业发展发
挥余热、贡献力量。

本报讯 6月 28日，市经信系统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七一”诵读
比赛，来自市经信局、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等 16支队伍参
赛。通过《一带一路 党旗飘飘》《祖
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礼赞新
中国 讴歌新时代》《长征》等精彩节
目，讴歌了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增强了全市经信系统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比赛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面
对“一带一路”“一干多支”“成资同
城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发展机遇，将
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谱写建设“成
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的华彩
乐章。

本报讯（罗亦 宋岱谦）7 月 1 日，
“不忘初心，永跟党走”——乐至县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经典诵读
会举行，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 400 余人欢聚一堂，共庆党
的生日。

诵读会在情景诗朗诵《南湖红
船》中拉开序幕，《飞夺泸定桥》《红
梅赞》《不朽历史辉煌未来》《不忘
初 心 ，永 远 跟 党 走》…… 一 首 首诗
歌或合唱将大家带回激情燃烧的岁
月，观众掌声不断，掀起一轮又一轮

的高潮。活动在合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雄壮歌声中圆满
结束。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
不仅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更坚定了
理想信念，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今

后，要把从经典中的所悟、所得既内
化于心，使之成为武装思想的精神动
力，又外化于行，将其转化为工作和
生活的实际行动，牢记使命宗旨、积
极担当作为，为建设成渝中部绿色发
展示范区贡献力量。

本报讯（徐元庆）6月 29日，资阳
中车电气公司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前
往陈毅元帅故居，开展党员党性主题
教育活动。

在乘车前往帅乡的路上，该公司
党委开展了党员应知应会知识抢答
比赛；在陈毅故居，党员们庄严地向
陈毅元帅雕塑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
词，并参观了元帅故居。

在乐至县委党校，该公司党委召
开了庆“七一”表扬会，启动了“青松
挺直”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决定从 7

月起，通过实施“四亮”行动（亮身份、
亮职责、亮承诺、亮结果）、党支部党
建课题项目等载体，全面开展“青松
挺直”品牌创建活动。随后，全体党
员听取了乐至党校科研室主任陈涛
所作主题讲座《元帅风范励后人 不
忘初心担使命》。

此次主题活动，公司全体党员
深受启发、倍受教育，纷纷表示要
学习陈毅元帅的高贵品质，以实际
行动和突出业绩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7月 1日，
资阳高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暨“七一”表扬大会举行。

会议回顾总结了一年以来高新
区党建工作，激励士气、鼓舞干劲，
进一步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团结拼搏、奋勇争先。

会议表扬了 2018—2019年度先

进党组织和优秀个人，对 11 个先进
党组织、18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8名
共产党员、参加“党史国史”知识竞
赛团体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会上，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
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先进党组织
代表及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进行了
交流发言。

本报讯（胡冬梅）近日，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庆祝“七一”活动。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机关党委
对系统内 4个先进党组织、3名优秀党
务工作者、23 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
表扬；6月28日至29日，局机关党支部、
退休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到泸定县开
展了“见证初心之旅”主题党日活动。

局属各单位党组织也开展了丰富
的庆“七一”活动：6月 24日，市数字化
城管中心党支部与资阳移动公司服务
管理党支部、纪工党支部结对共建，联

合开展庆“七一”活动。6 月 27 日，市
环卫处党总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唱红歌主题党日活动。6月 27日，
市城管支队机关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和评选“学习强国”之星学习交
流会。6 月 28 日，市城管支队莲花执
法大队党支部书记为党员干部上党
课，并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我与党旗
合个影”主题活动，邀请“学习强国”
排分靠前的同志分享学习心得。7 月
1 日，市建设监察支队党支部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
慰问困难党员。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7 月 1 日，
雁江区委主要负责人率慰问组来到
部分贫困党员家中，把党组织的关心
和关怀送到他们心中。

走进困难党员家中，慰问组详细
了解困难党员生活收入情况、家庭成
员身体健康状况，询问其入党经历和
党龄，关切其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
情况。鼓励困难党员继续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坚持自强自立，不断丰富
物质生活；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主
动吸收新思想，不断提升精神文化境

界；在生活、工作中积极作为，主动参
与五城同创、社区建设、环境治理等
基层治理工作。

慰问组还嘱咐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要多关心、帮助困难党员，
积极协调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
困难和问题，切实让每个党员都能
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认真开展好
党员教育活动，不断健全流动党员
管理机制，增强广大党员的凝聚力，
努力为雁江建设成资同城化创新发
展先行区添砖加瓦，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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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7月 1日，
市同城化发展工作局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该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与雁
江区同城化发展工作局、包联社
区雁江区松涛镇侯家坪社区、对
口帮扶村雁江区伍隍镇五里村的
党员干部代表们一起，重温入党
誓 词 ，齐 声 高 唱《国 歌》和《国 际

歌》，共同聆听主题党课《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成资同城化
率先突破而不懈奋斗》，参加党史
知识竞赛活动。

大家纷纷表示，此次主题党日
活动把主题党课和知识竞赛结合起
来，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进一步激
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凝
聚起推动实现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
的强大力量。

坚定跟党走 真情感党恩
——我市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庆“七一”活动

7月1日下午，由雁江区委、区政府主办，雁江区委宣传部、城东新区管委会与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高
举伟大旗帜、勇担发展重任，奋力谱写新时代雁江发展的美好篇章”文艺汇演在城东新区苌弘演艺中心举办。演出分
为旗帜飘扬、奋进城东、幸福雁江、砥砺前行四个章节，用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讴歌98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

龙涛 本报记者 赵明 摄影报道

市同城化发展工作局

本报讯（实习记者 黄智微）“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 ，遵 守 党 的 章 程 ，履 行 党 员 义
务……”7月 1日，“青春心向党 建功
新时代”资阳共青团庆“七一”主题党
日活动在河堰嘴青年之家举行，团市
委机关、市关工（基）办、雁江团区委
全体干部职工等 60余人参加。

活动在情景剧《党的赞歌》中拉开
帷幕，演员满怀激情的表演，让大家感

受到了历史的风云激荡、波澜壮阔。
随后，全体党员干部重温了入党誓词。

接下来的党团知识竞赛让活动
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三个小组成员通
过抢答、组队答题等形式加深了对党
团知识的认识。学习领会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后，部分党员
团干部代表还到市中心血站开展了
义务献血活动。

团市委

本报讯（张建）6月 27日，市交通
运输局党委与雁江区莲花街道办向
阳社区党支部，共同举行“党在我心
中·永远跟党走”庆“七一”文艺演出
活动，庆祝党的生日，讴歌党的丰功
伟绩。

本次文艺演出，由市直交通运输
系统干部职工和社区党员群众自发
排演。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拉开
演出序幕，激情昂扬的歌声振奋全

场；歌伴舞《小白杨》《国家》《天上的
太阳地上的资阳》《我的祖国》《我爱
桃花我爱家》《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
相继登场，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蹈、
精彩的技艺，博得全场阵阵喝彩。

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和时不我待的精神，努力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交通运输局

活动现场。

乐至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经典诵读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