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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

1、2017 年度全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示范培训班成

功举办

2、老板集团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

3、市注会行业党委成功举办学习贯彻十九大争当筑梦前

行排头兵网络主题党日活动

4、思美传媒党总支开展“不忘初心，续写新篇”主题党

日活动

5、市工程造价协会党委开展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

6、协会片组活动精彩纷呈：（1）第四片组（滨江区）

举行“党建沙龙”活动；（2）第五片组（萧山区、大江东）

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并举行学习十九大精神交流会；

（3）第六片组（余杭区）召开 2017 年度工作总结会议；（4）

第八片组（四县市）组织会员参观安吉余村学习“两山”理

论并进行十九大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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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全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示范培训班成功举

办

新年元旦刚过，市委组织部和市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

会就于 2018 年 3 日至 5 日在市委党校举办了 2017 年度全市

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示范培训班，来自各区县(市)的 100

名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班。培训班的目的

旨在帮助大家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提高政治

素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为推动我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迈上新台阶蓄能加力。培训班由协会秘书长许旺泉主持，市

委组织部两新党建处处长陈豫林到会并作动员讲话。

陈豫林处长在动员讲话中提到，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要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

主动性。站位决定格局、体现高度。从事两新党建工作的同

志一定要从根子上、从大局上去认识和把握两新党建工作的

努力方向，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做好工作的

前提和基础。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抓党建的极端重要性，另一

方面要深刻认识杭州两新党建的形势任务。

陈豫林处长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强力推进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在“新时代”这个大背景下，对照学习

贯彻党的建设总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必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牢

牢抓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首位任务，真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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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懂、弄通、做实”；二是牢牢抓住提升两新党组织组

织力这一重点环节，一方面，要切实提升党组织覆盖面，另

一方面，要切实提升群众凝聚力；三是牢牢抓住党支部这一

基本单元，把支部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推进规范化建设；

四是牢牢抓住作用发挥这一基本路径，引领企业发展方向，

引领企业文化建设，引领企业和谐建设，引领企业人才建设。

陈豫林处长在动员讲话中最后要求全体学员对标中央要

求，努力成长为优秀的两新组织党组织带头人：一要努力成

为业务精通的引领者；二要努力成为党建品牌的打造者；三

要努力成为忠诚担当的践行者。

培训班邀请到了市委党校、市经信委、市发改委的 4 位

专家教授和 3 位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为大家作专题讲座和

经验分享。市委党校副教授吴建华给大家作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精神辅导；市委党校副教

授万雪芬作了学习新《中国共产党章程》辅导；市发改委产

业推进处王艳侠作了“杭州市特色小镇建设” 专题讲座；市

经信委信息经济产业推进处处长王理生介绍了“杭州市互联

网产业发展情况”；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陈晓良

分享了“‘互联网+党建’，激发党建活力”的经验；市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党委书记陆开林分享了“以行业协会党建

促进行业发展”的做法；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党总支吴丽明

结合学校特色就探索“党建十教育”模式打造社会组织“双

强”新品牌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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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班课程设置合理，针对性强，受到参训学员的

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回去后要把培训班上

学到的精神内容领悟好、传达好、贯彻好、落实好，把基层

党建工作做扎实，不辜负各级组织部门的期望，为全市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起好示范引领作用。

这次培训班学员主要是来自省市级双管两新组织和互联

网企业、特色小镇党组织负责人。

在培训班结业典礼上，4 位学员代表分别交流了心得体

会和今后工作的打算，协会秘书长许旺泉作了总结，充分肯

定了此次培训班的收获：一是领导重视、组织严密；二是课

程合理、讲求实效；三是认识到位，热情较高。

☆老板集团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十九大精神

近日，老板集团党委组织集团公司内部全体党员以及开

发区老板党群服务驿站 22 家企业 4 个社区的党组织书记、党

务工作者近 200 人，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特邀浙

江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行政学院党

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邱巍教授为本次活动授课。开发区相关

领导参加本次学习活动。

作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长期

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学习培训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结合起来，把提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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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水平和提升工作能力结合起来，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推向深处、落到实处，是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中

之重，也是增强广大党员党性锻炼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同时

也为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板”篇章提供

源源不竭的思想和精神动力。

活动后，老板党群服务驿站进行了 2017 年度的工作总结

及 2018 年的工作计划，并对 2017 年度表现活跃的成员单位

进行了表彰。通过近 7 年的党群服务驿站工作探索，也进一

步提升了余杭区党建品牌的影响力。

☆市注会行业党委成功举办学习贯彻十九大争当筑梦前行排

头兵网络主题党日活动

“市注会行业党委编制的‘喜迎党的十九大 争当筑梦前

行排头兵’网络主题党日综合宣传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丰

富多彩的市注会行业党建工作，这种视频宣传教育形式新颖、

务实，很有意义！”这是杭州市财政预算执行局局长、市注

会行业党委书记万强在近期召开的行业党建工作会议上讲的

一段话。

贯穿全年的杭州市注会行业“喜迎党的十九大 争当筑梦

前行排头兵”网络主题党日活动，在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

积极支持配合和广泛参与下，完成了从领受任务、抓好平时

活动、积累素材资料、精心制作视频，及时汇辑上报、审核

筛选备展、集中上传网络平台展示交流。在马拉松式的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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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紧密围绕工作中心，将平时

开展的喜迎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发挥党建在行业“质量提升年”

中的红色引擎作用等“双强争先”内容，编制成图文并茂的

短视频，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互动式展示交流，充分展现新时

代杭州市注会行业“党建强、发展强”建设新气象新作为。

在为期一周的视频展示中，主题党日视频成了大家关注

的热点和热议的话题。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发动广大党团

员职工点播、观看、学习、转发、讨论、点赞市注会行业党

委网络主题党日活动宣传片和各事务所党组织制作的活动视

频，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走心地传播了注会正

能量，产生了广泛、生动的教育效果，据统计，截止日视频

点击播放量累计达 3900 余次。

☆思美传媒党总支开展“不忘初心，续写新篇”主题党日活

动

2018 年 1 月 15 日，为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思美传媒作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固定主题党日首次

轮值单位，以新颖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展现了思美传媒党总

支的风采。活动由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党委书记、南星街道党

工委书记王斌达主持，中共上城区委书记陈瑾，上城区委组

织部长王歆，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邱巍，思美传媒董事长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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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等领导和特邀嘉宾出席并观摩。

本次活动以“不忘初心，续写新篇”为主题，通过政治

塑心和素质拓展帮助党员提升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

政治塑心部分，政治生日：为当月入党的党员庆祝其政

治生日，并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党情速递：简明扼

要地梳理近期中央、省、市、区的重要精神，帮助党员们了

解最新动态；工作通报和民主议事：大家回顾 2017 思美党总

支的每一段精彩，探讨和开启 2018 党总支更多新鲜活动计

划；主题分享环节：思美传媒党员陈少杰和钱萌分别带来对

书籍《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影片《建军大业》的分享。

素质拓展部分，思美传媒党总支本次特别邀请公司的内容营

销总监汤瑜为各位党员带来关于内容营销的相关专业分享。

活动后，中共上城区委书记陈瑾、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邱

巍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对本次主题鲜明、形式创新、内

容丰富的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思美传媒党总支承办的本次

主题党日活动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固定主题党日轮值活动良

好开端，为之后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市工程造价协会党委开展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2018 年 1 月 15 日市工程

造价协会党委开展主体党日学习活动，进行十九大精神专题

研讨，会议由党委副书记高兴华主持。

会上大家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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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和交流。会议要求大家一定要深刻学习领会、准确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新论断，努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现实工

作中，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本次活动增进了联合支部

党员间的学习和交流，从而推动协会其他党支部学习十九大

精神的深入开展。

☆协会片组活动精彩纷呈

（1）第四片组（滨江区）举行“党建沙龙”活动

2018 年 1 月 10 日，第四片组 2017 年度第二次片组活动

如期举行。此次活动由组长吉利集团组织，协会秘书处、片

组会员、党务工作者参加。

本次党建交流活动，以沙龙的形式在杭州印高翎艺术馆

举行，交流环境优雅、气氛轻松，与会人员纷纷分享了自己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心得感悟，介绍了本单位组织学习十九大

报告的进展成果，并展望 2018 年党建工作。

活动特意邀请到有着 50 年党龄的唯心食品党总支书记

谢吕法为大家分享十九大报告的学习体会。谢书记提出，要

坚持加强党性修养，摆正位置、端正态度，坚持理论学习来

武装思想，从思想上切实重视起民营党建工作，把党建工作

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助力器，作为党的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此次党建沙龙活动形式新颖，气氛活跃，大家交流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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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高，活动以“十九大”报告精神为中心，组织有序、紧

扣主题、交流到位。许旺泉秘书长提出下阶段工作要做到四

个“牢牢抓住”：牢牢抓住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牢牢抓住两

新组织的组织力；牢牢抓住基层党支部建设；牢牢抓住发挥

政治核心、政治引领这个主题。

（2）第五片组（萧山区、大江东）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参

观学习并举行学习十九大精神交流会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下午，第五片组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

馆，开展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主题参观学习并召开交流会，会议由组

长、万向集团党委工作室总经理杨燕乐主持，萧山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委两新工委书记赵文建，区委组织部两新科科

长张江锋及协会秘书长许旺泉等到会指导。

各会员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

精神教育和爱党爱国主义教育。

参观结束后回到萧山召开了交流会，会员们结合企业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谈了参观感想。组长杨燕乐传达了

协会一届八次理事会精神。许旺泉秘书长对第五片组每次活

动有明确主题、各会员单位参与度高、萧山区委组织部的支

持给予了肯定。

最后，萧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两新工委书记赵文

建对萧山片组非公党建工作走在杭州前列、党务干部优秀表

现给予了肯定，并对下一阶段工作重点提出了“四个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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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抓好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并按新《党

章》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将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二是抓好两支队伍（出资人队伍和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

三是抓好党建载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更加扎实得把企业经营与党建工作结合，打破两张皮现象；

四是抓好坚持，好的制度、机制等都需要坚持不懈的抓，才

更有成效。

（3）第六片组（余杭区）召开 2017 年度工作总结会议

第六片组年度总结工作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上在老

板电器茅山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顺利召开。片组会员参加，

邀请协会秘书处参加、余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两新工

委书记沈友忠到会指导。

工作会议以参观老板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作为开端。会

上，与会人员一一分享了一年来党建工作的亮点和心得体会。

组长、老板集团党委副书记唐根泉对 2017 年的第六片组工作

做了全面总结，并对 2018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随后，

许旺泉秘书长作了指导讲话，并传达了杭州市委组织部两新

党建处处长陈豫林在全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上的

讲话精神。

最后，沈友忠书记作了工作指导，指出十九大不仅仅是

党内会议，更是决定了全党、全军、全民未来发展方向的大

事。非公企业党建要不断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党建形式要开放式，关心关爱党员、职工群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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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风等方面狠抓落实。

（4）第八片组（四县市）组织会员参观安吉余村学习“两山”

理论并进行十九大精神解读

2017 年 12 月 29 日，第八片组会员们赴安吉余村参观学

习“两山”理论，实地感受“绿水青山”发展之路，协会秘

书长许旺泉参加活动。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

余村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论述。十余年间，余村始终秉承该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

济、建设美丽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党员们参观了余村文化礼堂，深入了解余村的发展历程；

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专题纪录

片，详细了解这一科学论断的深刻内涵；参观了余村的新农

村建设，切实感受生态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转变。片组内会

员、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袁永明利用自身专长，结

合“两山”理论，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十九大报告精神，就非

公企业党务工作者如何学通弄懂做实，分享了心得体会。

报：省委组织部、省委两新工委，市委组织部、市委两新工委，

市委组织部两新党建处、各区、县（市）委组织部、各区、县（市）

委两新工委、张仲灿、李志龙

发：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