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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学院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 

5月 9日下午，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在校会议中心 3、4号会议室，召开“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对学院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学院党委委员、教工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支委，退

休教工党支部书记、支委，以及学生党支部书记近 30 余人参加座谈会。 

会上，钱超美副书记介绍了《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和《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日程安排》，化学化工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刘国华、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党支部副书记娄

玉霞、13 化学学生党支部书记武迪做了交流发言，他们结合本支部的工作实际谈了对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认识、工作设想和学习措施。 

学院党委书记曹诚同志传达了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重要讲话和工作要求，同时代表学院

党委对生环学院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出了全面部署。 

她谈到：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

党中央为深化党内教育做出

的又一项重要部署。党的十八

大以来，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有的党员同志认为可以

松一口气了，但是党的政治思

想建设一定要建立长效机制，

如果有差不多、松口气的想法，很多思想上的问题就难以根治，所以必须是常态化、制度化

的一项工作，而且将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

延伸，正是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抓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深入推进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定

力。 

特别聚焦  回顾学院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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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强调：开展好生环学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抓好学院党建，落实学院党建责任

制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学院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生环学院党建工作总体上是好的，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差

距，如有的党支部组织生活的频次和质量不高，组织生活内容没有精心安排；有的党支部组

织生活仅限于发展党员、布置业务工作，从未开展过理论学习和讨论；有的党支部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落实不够，党员服务意识淡薄；有的党员组织生活不请假，无故缺席，忘记了自己

的党员意识和身份。作为一名党员必须严明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如果在组

织管理和党员教育上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不仅已有的成果会丧失，已经取得

的党建工作成效也会削弱，而且还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她谈到：2016年学院的各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任务重、时间紧。今年“两学一做”的

学习教育，要结合生环学院党建责任制建设工作，落细落小落实，步步深入、环环相扣，以

严肃的态度、严抓的韧劲，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两学一做”的关

键就是要将学习与面上工作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当前学校和学院“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工作

相结合；与学院班子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查找和整改的问题

是否有效解决相结合；与今年“两个责任制”建设的具体工作相结合，真正做到党员受教育，

群众得实惠，学院得发展。 

通过座谈会，生环学院党委要求全体党支部书记要严格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内容，

通过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实现“四个进一步”，着力解决“五方

面问题”，把握“三个学习内容”，落实“六方面工作”。通过专题学习讨论，创新方式讲党

课，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落实解决实际问题

等形式开展好学习教育。同时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以问题为导向，把认真查找和着力

解决问题贯穿于日常的组织生活中。学院处级领导干部、教工党员、学生党员和退休党员各

个层面都要结合自身工作学习特点，不断强化身份意识，切实改进作风，发挥榜样作用，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全体党员做到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会上还要求各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体党员要认真参

加每一次学习教育活动，不得无故缺席，每位党员参加学习教育情况，将作为年底党员评议

考核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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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学院将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履行学院党委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

支部的积极作用，将这项政治任务落实好，并在工作中逐步探索适合学院党员特点的教育

管理长效机制，真正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生环学院领导班子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在体化楼 219 会议室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研讨。院党委根据学院“两学一做”方案的总体要求，事先下发

了毛泽东同志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七位处级干部围绕“讲政治，有信念”的专题，

结合党章的学习开展交流研讨。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如何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好“两

学一做”专题教育；2、如何结合专题

教育，履行好领导岗位职责；3、结合

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谈

谈在班子中如何开展好工作。 

研讨中，大家认为这次的学习教育

任务非常必要和及时，正逢学校行政换

届的时期，所以对于毛泽东同志《党委

会的工作方法》一文的学习，不仅是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将原文的

学习纳入“两学一做”的中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在学习中掌握蕴含在其中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把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思想，提高学院领导班子的能力和水平。 

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谈到：党内好的作风和好的传统要坚持下去，规矩小到家庭，大到

元首，都关系到兴衰成败，只有按规矩办事，才能做到不能腐，不敢腐。有的同志谈到：《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通篇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当时我们的党面临“进京赶考”，现在

学习这篇光辉的文献，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学院新一届的班子在工作中要有危机意识，

特别在学科发展和建设上，不上就下，一定要细致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有的同志谈到：文

章中的民主集中制的体现讲得非常好，学院班子在开展工作中，很多问题要放在会议上讨论，

要让权力得到制约“关进笼子”，这样才能保持党内的纯洁性。有的同志谈到在工作中要坚

持政治方向，抓住工作的关键核心问题，在学习中也同样要以问题为导向。有的同志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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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深深地感到只有政治上统一看齐，方向才不会错，作为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胸中

有数”、“精兵简政”，不能光拿手电筒找别人。 

班子主要领导也针对学习，和班子建设情况谈了要树立规矩意识、民主精神、全局观念

和求实作风，以及新的班子如何提高集体行动能力，在实际行动中，学习落实《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中谈到的好做法、好作风，通过学习统一思想，更进一步加强班子的思想建设、作

风建设和能力建设。 

生环学院领导班子通过专题研讨，进一步提高了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对“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也将以学习为先导，在各自的领导岗位

上兢兢业业，扎实工作，使学院的各项工作得到持续发展。 

 

教工支部开展“两学一做”交流学习 

行政教工党支部：支部重点围绕《准则》、《条例》，以“讲政治、有信念”为主要内

容，重点结合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中国梦”等讲

话精神进行学习讨论。 

支部党员集体观看了《感动中国》

2015 年度人物中的“屠呦呦：春草鹿呦

呦”和“莫振高：最好的校长爸爸”的视

频资料。唐平同志和潘毅同志围绕对《准

则》和《条例》的学习体会做重点发言。

徐炯副院长提到：“要继续巩固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

动成果，坚持‘两学一做’，要准确的把握‘讲政治、有信念’的核心要义、方法途径和现

实要求”，孙芹同志说：“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我

们一定要确保对党的忠诚，增强信念，坚守本心”。 

通过“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和集中讨论，同志们纷纷表示，必须要严格贯彻落实党

中央在新常态下对党员提出的新要求，认真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秉承传统美德，自律修身，建功于群众。真正做到讲政治，有信

念，讲规矩、有纪律， 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当中，将“两

学一做”的内涵融入实践，脚踏实地，继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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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系教工党支部：共分为 3 个小组进行讨论，曹诚老师、刘国华老师等做了

重点发言。曹诚老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为我们讲叙了党章的重要性、产生的历史、党章的发

展等内容，相当于上了一次党课，使我们受到再一次的学习；讨论过程各许多老师结合自己

的入党经历与工作实际，交流了自己的心

得。杨红老师讲叙了自己大学学习党章的

经历，提到自己学习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

一种激动与激情，感受到成为一名党员的

责任等；郎万中老师则讲到学习要与工作

结合在一起，作为一名老师如何将自己的

课上好，让自己的学生受到教育，学到知

识与技术，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等。 

党员教师们纷纷表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就是教育学习，每个党员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

学习教育！ 

 

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工党支部：支部党员分组针对如何做好“两学一做”活动以及

如何做到“讲政治，有信心” 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党员们认为“两学一做”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学，就是深入学习党章党

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做，就是要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有党纪，

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

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带头遵守党纪国

法。 

支部成员还查找自身不足，发现

年龄大一点的党员老师中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有的党员老师对党的理论学习不够；有

的党员老师平时因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繁忙，不能按时参加组织生活。这些都对党的事业

有不好的影响。因此，进行“两学一做”很有必要，党员教师面临的糖衣炮弹和利益诱惑很

多，有些党员难免会受到影响。目前急需让党员铭记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崇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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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规意识、执规意识，时时用党的纪律严格约束自己，做一名合格党员。中央提“合格党员”，

没有提“优秀党员”是比较务实的，也是问题导向的一种体现，只要每一名党员都是合格的，

8600 多万人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党在任何危险和考验面前都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张永明老师将方案中的学习要求和时间安排对全

体党员进行了布置，并带领大家学习了相关资料，介绍了目前全国开展“两学一做”活动的

形式，提出要各位党员老师重视这

次学习，积极参加各项有关活动。

党支部去年开展的“重回寂静的春

天主题读书活动”以及“室内空气

质量监测”党员先锋岗等受到了学

院党组织的认可和肯定，这是支部

党员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缩影。党员老师认为应该更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学校、为学生、

为社会服务，树立合格党员的形象。党支部通过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深入学习总书记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领会内涵与核心要义，

将学习与日常的工作联系结合起来，形成和谐实干氛围，推动各项工作出成效、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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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章，学准则，以学促做，做合格党员 

13生物学生党支部：会议传达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一政治任务的重要

性，强调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努力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与会的成员开展了党章、准则的学习与讨论。“两学一做”实际是每个党员应当做到的基

础标准，不是单单作为口号呼喊出来。当前社会上很多党员的懈怠甚至腐化，作为当代大

学生党员，在即将踏入社会之际，应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能时刻铭记共产党员的标

准与规范。支部党员会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增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以学促做，做合格党员。 

 

 

14生物学生党支部：党员们认为学习《党章》与《准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特

别是对于今年新修订的《准则》，更需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准则》，重在立德，树立了党员

们的高标准。《条例》，重在立规，划出了党员们不可触碰的底线。它们二者一正一反，是高

标准与低底线相结合，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对于党员们有了一个更好更高的要求。而

二者修订的基本原则都是来自党章，党章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等重要内

容，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 

 

 

支部动态  聚焦党员学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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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讲政治，有信念”的共产党员 

工业催化(研)党支部：支部党员认真观看了题为《中国八千七百万党员都要遵守

的新纪律》的视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之间的区别。两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是在党长期执政和依法治国条件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部署，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

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两项法规一正一反、

相互配套，《廉洁自律准则》坚持正面倡导、

重在立德，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

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党纪处分条例》

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

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

“底线”。刘文华同学谈了“讲政治、有信

念”的心得，阐述了坚定信仰的重要性。王占廷同学表示学生党员要在学校掌握好各科知

识和技能，做到团结同学，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积极工作，从而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 

 

学党史，学党章，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无机生化(研)党支部：王倩倩同学以 PPT的形式带大家重温了党史。她谈到我党

从刚成立时的星星之火，历经艰险最终成就燎原之势，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了文明富强。与

会党员们进一步就党史知识进行了讨论，

对党的历史做了系统的回顾。周萍同学组

织大家学习了党章，重新认识了党章在党

员生活中的重要性，分享了优秀党员努力

奋斗，创先争优的感人事迹。同学们踊跃

发言，畅谈对学习党章党史的感悟，认识

到作为党员，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

养，努力提高我们在学习生活中的模范带头

作用，提高意识，加强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努力成为令群众满意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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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学一做”，知行合一是关键  

13级化学学生党支部：支部成员蓝梓桀同学谈到要以联系的观点学习党章、准则

和其他材料，避免学习的枯燥，提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其次，他建议大家在学习系列讲

话时要追根溯源，把讲话内容带入到时势背景来看待。最后，他认为作为大学生党员，要

践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才能做真正意义上的合格党员。这就要求党员用实际行动真真切

切、实实在在地做一名合格党员。经过这次学习研讨会，大家清楚的认识到：作为一名党

员尤其是一名党员干部，要注重发挥

好示范带动作用把“两学一做”作为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将其

看作是一面镜子，“学”然后知不足，

“做”然后知长短。以“党章党规”

为镜做遵规守纪的践行者。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守规矩是每一个党员干部

最基本的素养。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每名党员都要做到心中有戒，把党的纪

律和各项规章转化为日常行为重要规范，不断增强行为自觉，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自觉遵守党纪党规的先锋模范。 

分析化学(研)党支部：支部成员观看了新闻联播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问题导向确保取得实际成

效，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的要

求，表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

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

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画出来，把党员

的先锋形象竖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

念的力量。支部成员通过学习党章党规，

进一步明确了自身共产党员的身份，知道

了党的纪律以及党员的行为规范，今后学习生活中将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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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12生物学生党支部，分享考研、就
业、出国的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

*应化化工(研)党支部，交流对于
党章及准则的学习情况和心得体
会。

*有机高分子(研)党支部，开展
了党章、准则的学习与讨论。

*14化学学生党支部，讨论如何联系
自身实际，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1 

2 

3 

4 

1 
1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简报（第一期） 

 

 

13 

党群之声  聆听基层学与做 
 

作为大学党员教师，肩负培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更应

身体力行，树立崇高道德和科学追求，

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乐于奉献，勇于

担当，关爱启迪学生，共同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化学化工系教工党支部 贾能勤 

通过"两学一做"，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立足岗位

奉献，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才能在教学中弘扬一股正气，

只有在内心选择上时刻保持廉洁自

律，在工作生活中勇于担责、勇于作

为，才能做到对党的绝对忠诚，才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学校工作

有序和谐发展献智慧、出实力、展形

象 。 

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工党支部 陈军 

“两学一做”应成为每一

名党员的必修功课，作为党

员不要偷工减料，不要弄虚

作假，自觉地高质量完成这

门功课，以达成“知行合一”

的目标。 

15 级学生党支部 仲晓烨 

要立足日常工作，脚踏实地，无

论多么远大的理想都要从点滴做起，

必须要有求实的精神。 

 

行政教工党支部 庄云鹤 

对于学生党员来说，我们要始

终把党性修养作为永恒的课题，做

到经常对照党章，反省自己思想，

做到自觉修正错误言行，表里如

一。努力为人广大群众服务，做好

模范带头作用。只有在立根固本上

下足了功夫，坚定信念和忠诚，才

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应化化工（研）党支部 严飒 

“两学一做”的活动，并非只是一次

中办要求的支部专题生活会，而是从基

础做起、从根本做起，帮助我们每一位共

产党员，更加仔细认真研究和探讨每一

份有关于党的重要文件纲领。只有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真真正正地了解了每一

次党的领导人做出的重要讲话的意义，

才能为我们构建更好的党组织做出贡

献，才能帮助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

上迈出更大的一步。 

14 化学学生党支部 范一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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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导航  夯实基础修党性 
 

“两学一做” 

怎么学？怎么做？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务公开网：http://cms.shnu.edu.cn/shdwgk 

投稿邮箱：thankingday2011@126.com 欢迎各位党员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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