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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多种形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矢志不渝听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
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开展专题党课

锤炼过硬本领
提升士气劲头

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举办专题讲座

重温百年党史 开启崭新征程

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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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在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全体干部职工中持续引发热烈反
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主要内容，着力在深学深悟、
宣传宣讲上下功夫，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把爱党之情、爱民之心、为民之责
融入社区建设中，通过解民忧、纾民

怨、暖民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
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忠诚信仰，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后，深深地感受到自
己身上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使命，要以
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忠诚，以身作则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切实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今后的
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牢记使命在肩上、群众在心
里，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好办
实，真正做人民的贴心人，时刻关心
群众的所思所想，以一流的工作业绩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大家纷纷表示，新的征程
上，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
响应党中央号召，自觉担负起时代职

责，让初心融入血脉，把使命扛在肩
头，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神圣使命。
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通过解民
忧、纾民怨、暖民心，把爱党之情、爱
民之心、为民之责融入供热事业之
中、贯穿于“我为群众办实事”始终，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
区贡献力量。

日前，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党支部开展专题党课，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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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促
使全局党员干部静心学习、深研细思，
切实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党课上，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马

永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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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为主题进行宣讲。在与大家交流
学习党章心得体会时马永刚说，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担当
作为，锤炼过硬的事功本领，不断提升党
员干部士气和劲头，在“创新南开”建设
的新征程中再立新功，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证。

公司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主要内容，不断提升服务人民的能力水
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党课结束后，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进一步引导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日前，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党支部邀请南开区委党校教师为公
司全体党员、中层管理人员、入党积极
分子、共青团员、职工代表作了一堂精
彩的讲座。

此次讲座以“重温百年史、开启新
征程”为主题，以“从百年党史中看百年
天津、从百年天津中看百年南开”为主
线，从多维视角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历经淬炼而逐步发展、成熟、壮大的
历程，通过生动形象的讲解和深入浅出
的阐述，为大家作了系统全面的讲解，
大量翔实、生动历史资料的引用，让与
会人员更直观更深刻认识到了只有共
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讲座结束后，大家倍感振奋，并纷
纷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
要讲话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吃透精
髓要义、把握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
通，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
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实际行动
彰显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忠诚信仰，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
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核心区贡献力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性教育，日
前，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共
青团员等观看建党100周年献礼影片
《1921》。

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
学习革命先辈们勤勉刻苦、热血爱
国的精神，努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在今
后的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强能力转作风，永葆对党的忠诚
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牢记时代
赋予的责任，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此次观影活动，使大家回顾了党
的奋斗历程，追忆了革命艰苦奋斗岁
月，激励着大家以更坚韧不拔的意志
和积极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锐意进
取、担当作为，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和砥
砺奋进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核心区贡献力量。

组织观影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党性教育 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参观天津革命文物展

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日前，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中层
管理人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
来到天津博物馆，集体参观“红色记
忆——天津革命文物展”，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接受革命文化和红色精
神洗礼。

千余件文物展品、文献史料、图片
视频，全景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天
津人民走过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天
津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取得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百
年津沽大地涌现出的革命先辈和英雄
模范。大家驻足认真观看展品、仔细
聆听讲解员讲解，深入了解珍贵革命
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一件件实物、一
个个故事、一张张图片，重温了革命前
辈那段追求理想、浴血奋斗的光辉历
史。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
承红色基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凝聚起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的强
大力量。

组图为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专题讲座现场

参观“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
展”的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推进“五育”并举 实现“三全”育人
——记2020年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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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引领示范
当好表率。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积极建设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逐梦七十年、剪彩新时代”“重走
长征路”“为党员过政治生日”等党日活
动，引导党员回顾百年党史，不忘教育
初心，牢记育人使命，不断砥砺前行。

学校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提高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坚持“五
育并举”为主线，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献礼。

二、强化思想道德建设，铸魂报国
积淀素质。

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组建“思政课大中小幼一体
化建设工作联盟”，探索大中小幼思政
课“守正创新、内涵发展”的工作思路，
构建工作机制。思政课建设要求所有
教职员工树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观，校级领导带头深入课堂讲思政课。

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挖
掘学生潜能，为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组织学生开展手抄报、经典诵
读、主题演讲、寻访红色足迹、清明祭
扫、“我的中国梦”主题实践等活动，让
学生思想情感在活动中得到升华。疫
情防控期间，开展了“以周恩来为人生
楷模，向新时代楷模致敬”主题教育、向
“最美逆行者”英雄楷模致敬、“共抗疫
情、中国加油”主题班会、升旗仪式等线
上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成长。全
面发展、志存高远的刘悦然同学获得
“新时代好少年”的荣誉称号；多才多艺
坚韧顽强的何若凡同学获得天津市中
小学生“自强之星”的光荣称号。学校
每年举办“北洋杯”校园足球联赛，学校
男、女足球队分别取得2020年市级比
赛冠军、季军的优异成绩。

三、打造活动阵地品牌，涵养师生
文明素养。

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铸魂工
程。学校利用校园网站、智慧校园APP
和微信公众号多种载体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争创文明校园的活动，打
造对内对外宣传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
增强教育效果。

在艺术教育、生命安全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方面，学校广泛深入地开展特
色教育活动，把非遗带进课堂，以学生
的真实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
了传统口头文学类、传统美术类、传统
体育游艺类、传统技艺、传统中药等与
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相关的项目，形成
“传承经典以美润心课程群”，让文化自
信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

教职工、学生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把创建文明校园的成果辐射到社会，做
好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工作。

四、注重教师队伍建设，倾心育苗
创先争优。

学校文化的内涵关键在于提升人
的素质，专业精湛、爱岗敬业的优秀教
师团队，是引领学生走向成功的根本
动力。学校每学年签订《教师师德承
诺书》，举办师德师风演讲报告会，选
树师德典型，弘扬高尚师德，激励教师
教书育人，争做“四有老师”。学校涌
现出林峥、王卉、郭春燕等南开区“德
业双馨”十佳和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
任虹等多名同志获评市、区级领航教
师，学校被评为天津市师德建设先进
单位。

南开区第二届“卓越教师”区级优
秀班主任刘莉华，在班级建设中将学习
伟人精神同德育教育结合，以周恩来精
神作为班级发展的动力，取得了显著效
果。所带班级荣获第二届南开区“周恩
来班”殊荣，区级三好班集体荣誉。

国家核心素养培养“名班主任”，天
津市优秀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优秀思
想教育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
丽娜做了17年班主任，她坚持从爱出
发，走进学生的心灵深处，以智慧唤醒
生命，铺就学生成长之路，成为学生的
良师益友。

五、提升校园文化水平，促进学校
内涵发展。

学校始终秉承“挖掘学生潜能，让
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办学理念、“多
元成功”的办学特色和“实事求是，生生
不息”的学校精神，与天津大学一脉相
承。学校校风、教风和学风，校歌、校
徽、校服和校色等都具有鲜明的文化元
素。学校以立德树人、提高人文素养为

核心，统领发展和创建文明。
每年的艺术节、心育节、足球月、科

技节、读书节、运动会，不仅为学生们搭
建展示才能的舞台，而且拓宽了学生视
野，增进了师生情感，提高了实践能力，
学会了合作交流。

六、优化校园环境建设，书香“天
附”多元成功。

小巧玲珑的天馥园，热带绿植、竹
亭摇椅，既可观赏，亦可休闲，既美化了
环境又融入了科技智能。以校歌墙为
背景的汉白玉石雕，刻有学校办学理念
和学校精神，彰显“求是”文化，诠释校
园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

今后，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将努力把
学校建设成为锻造理想信念的熔炉、弘
扬主流价值的高地、涵育中华文化的家
园、滋养文明风尚的沃土，让文明之花
在校园处处开放！

编者按
2020年底，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公布的“第二届全国文明
校园”荣誉榜上，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榜上有名。这是该校继2017年被
评为天津市文明校园后，2020年再
次获得更高殊荣。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始终坚持“挖
掘学生潜能，让每个学生都获得成
功”的办学理念，并贯穿在每天教学
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做到面向全体
学生，挖掘学生身上蕴藏的激情和能
量，为学生走向成功奠定基础。通过
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该校取
得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教学质量
的双丰收。

天津宏源热力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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