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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院召开2016-2017年度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中国农机院党委组织
召开2017年第二季度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
（本报讯）6月29日下午，院党委在

（本报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迎接党

A606会议室组织召开了2017年第二季度党

的十九大召开，7月19日，中国农机院2016-2017年度

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会议由院党委书记李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院报告厅召开，院党委书记李

韵涛主持，院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

韵涛，副院长黄广春、屈大伟、雷雨春、庄庆伟，院党

第二季度党委中心组学习以“积极推

委副书记李四章，院长助理柯长松出席了会议，院属京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内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工会主席、团委委员以及院属在

为主题，把“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京各级党支部支部委员、青年员工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治党”作为学习重点，采取自学与集体学

会议由李四章副书记主持。
李韵涛书记宣读了《中共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习相结合的方式，专题学习了中共中央办

先进基层党组织

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院委员会关于表彰2016-2017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求是评论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决定授予卓

文章《重大决策重要任务——论推进“两

众出版汽车三部党支部和机电所党支部“先进基层党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国

组织”荣誉称号，授予任健等十名同志“优秀共产党

机集团党委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员”荣誉称号，授予冯广彦等五名同志“优秀党务工

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以及《求是》、

作者”荣誉称号。会议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奖杯和

《人民日报》、“共产党员网”关于扎实

奖金。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近两年，我院改革发展各项工作逐步深入，各基层
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及党务工作者紧紧围绕我院工作

的评论、社论若干文章。通过学习，与会
优秀共产党员

领导进一步加深了对“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解和认识。

大局，牢牢把握“服务中心、建设队伍”两大任务，加

会上，按照院党委中心组年度学习计

强党的建设，创新工作思路，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划，院领导班子成员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

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本年度获奖者的先进事迹和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党

育片《反腐启示录——追踪4亿元借款》。

的先进性，是我院广大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党务工

通过警示教育，进一步筑牢了思想防线，
强化了坚定不移加强院干部队伍反腐倡廉

作者的优秀代表。

建设的决心。

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国农机院2016-2017年度“两优一先”获奖名单
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党委汽车三部党支部

任 健

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技术应用研究所党支部

闫 飞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正伟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党务工作者
冯广彦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关利军 中机建工有限公司
李 春

长春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秀荣 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
聂慧燕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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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光 长春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文科 北京金轮坤天特种机械有限公司
张学阁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张建成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
董云雷 行业技术服务中心
詹晓红 党委/院务工作部
廖顺虎 中机建工有限公司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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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两优一
先进基层党组织
机电所党支部
机电技术应用研究所党支部是一支高知化、年轻化的队伍，党员中13
人具有高级职称、14人具有博士学位，40岁以下青年党员占83%。结合这
一特点，机电所党支部采用“三融入”的工作方法，以创建学习型、服务
型、凝聚型、和谐型党支部为目标，打造了“风清气正、和谐进取”的团
队文化氛围，建设了一个“作风正派、负责任、敢担当”的领导班子，造
就了一支“高素质、想干事、能干事”的员工队伍。

卓众出版党委汽车事业三部党支部
卓众出版汽车三部党支部以汽车（传媒）事业三部为主体，重视
队伍建设，由党支部主导，面向整个部门提出并推行“务实、专注、协
作、高效”的“行为准则”；并以此为指导深耕行业，创办的“中国汽
车服务金扳手奖评选”已成功举办十一届，是业内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品
牌活动；构建的“媒体+服务”新生态媒体服务平台，让他们在汽车市
场、传媒行业经济形式下滑的双重困境中冲出重围，保持了良好的运行
态势。

优秀党务工作者

冯广彦，现任中机十院
纪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党群

关利军 ，现任中机建工党
支部副书记。以严谨负责的态度

李春 ，现任长春机械院第
三党支部支部书记。他创新思

李秀荣 ，现任呼和浩特分
院党委办公室任主任、纪检监察

聂慧燕 ，现任中机三勘岩
土工程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负责

工作部部长。带着一颗对党忠

做好各项党务工作，不断提高

路，积极作为，用开拓进取的

室主任。她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

公司党委的党建工作。她立足本

诚、对企业和职工负责的心耕

做好党务工作的能力，兢兢业

精神鼓舞带动身边的人。李春

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用自己的

职，扎根基层，用爱心与奉献成

耘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

业、勤勤恳恳，表现出强烈的

同志充分发挥党务工作者率先

行动和付出，诠释了一名党务工

为党员群众的贴心人。对于每一

淡 泊 名 利 。 从 事 党 务 工 作 的 10

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垂范的作用，把提高支部党员

作者应具备的品质。工作中，她

位前来办事的党员职工，她都以

余年间，认真完成上级党组织交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素质、增强凝聚力放在首位。

不断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方法，

诚相待，耐心细致答疑解惑，平

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组织中机十

创新学习方法，充分利用零散

他所在的支部机加工工人党员

把各项活动开展与企业文化建

时在与党员职工、尤其是青年职

院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

时间，努力将部署安排的各项

较多，平时除了定期组织学习

设、文明单位创建、党日活动等

工的相处中，关心他们的思想动

育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基层党组

学习任务覆盖到每位党员，带领

提高大家的思想水平外，对一

有机地结合起来，与企业制度建

态，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及时帮

织建设全面进步。2012年至今，

支部党员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些思想有波动的同志，他总是

设和廉政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以

助党员职工解决工作、生活和思

公司党委、工会先后获得河南

为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以情动人，既坚持原则，又讲

求真务实的作风，扎实有效的方

想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把工作

省、国机集团、中国农机院的多

作用积极贡献力量。

究方式和方法，化解了矛盾，

法，圆满完成上级组织下达的各

做到每位党员的心坎上。

提高了组织的凝聚力。

项工作任务。

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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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获奖者先进事迹展
优秀共产党员

任健现任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顺义分公

闫飞，中机华丰项目经理，为人正直，踏实肯干，

司 副 总 经 理 ， 从 事 摊 铺 机 液压系统设计、技术管理和

从事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项目的工艺研发、工程设计、

生 产 售 后 工 作 ， 对 待 专 业 努力钻研，参与组织开发的

设备安装调试和工程管理，由于行业性质，面对的不是

SP160型摊铺机自上市以来领跑业内同类产品，占到16

畜禽粪便，就是污泥和垃圾，为了项目还要经常出差在

米摊铺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对待同事热心、细心，

任健

闫飞

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带动周围的年轻员工，满满都是

外。不怕脏，不怕累，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他对自己的要
求，还中国一个绿水青山是他的梦想。

正能量。

杨正伟，湖州安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杨秀 光 ， 长 春 机 械 院 机 械 设 计 工 程 师 。 从 事 非 标

从一名导管操作工成长为压铸车间主任，对待工作认真

设备的机械设计工作，作为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虚

负责，通过改进工艺、引进设备、严控产品质量来提高

心好学、耐得住寂寞，在工作中迅速成长，参与了多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报废率；把员工放在心坎儿

个重要项目的研发设计，是轴承试验机组核心设计人

上，通过改善车间工作环境、加强安全培训保证员工的

员。注重创新，将先进的设计方法和结构运用在项目

健康和安全。

设计中。

杨秀光

杨正伟

陈文科，北京金轮坤天特种机械有限公司研发产品
经理。从事特种车辆和特种设备的研制、开发和技术管

张学阁，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工程师。从

理工作，作为科技开发一线的技术人员，甘于平淡，先

事设备研发、工程建设工作，带领团队完成国内第一条

后负责飞机牵引车、发动机涡轮叶片自动化喷涂转台等

藜麦生产线的工艺设计、指导安装、调试工作，意外受

项目的研制工作，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一名

伤后，仍然带伤坚持工作，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吃

党员，他自觉奉献、廉洁奉公、团结同志、乐于助人的

苦在前的精神风貌。其团队开发的干燥烘房内装备使挂

优秀品质被普遍认可。

面产能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32%，增强了中包公司挂面干

陈文科

张学阁

燥系统的竞争优势。

张建成，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编辑、汽车二部
党支部书记。历任卓众出版《汽车与驾驶维修》、《车主

董云雷，中国农机院行业技术服务中心机械检测部

之友》、《汽车导购》、《旅行摄影》等杂志的编辑、主

部长。从事食品机械、农业机械、车辆及相关领域的产

编，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业务功底扎实，工作中悉心培

品质量检验工作。在农机检测受产业政策冲击而大幅下

养青年骨干，临危受命，开拓创新，带领团队再创佳绩。

滑的情况下，创新服务方式，拓展了农机检测的横向市

创新党课教育方式，结合实际解读各项方针政策，推动青

场；与团队一起全力开辟油耗检测市场和非道路发动机

年员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排放检测市场，为企业业务拓展打下基础。

张建成

董云雷

詹晓红，党委／院务工作部机要秘书。从事公

廖顺虎，中机建工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经 营 总 监 。

章、证件、机要文件的管理和公文收发工作。工作

2008年，响应公司号召到重庆万州开拓市场，他

中，她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平凡的岗位，认真负

常年驻扎在外，奋战在项目一线，从最基层的水

责，精益求精，合作意识强，注重细节；生活中，她

电工程师做起，逐步成长为项目经理、生产经营总

为人谦和、乐于助人，被同事们亲昵的称为“万能的

詹晓红

小红姐”。

监，他的团队走出一批又一批精兵强将，成为各项

廖顺虎

目部的业务骨干。他主持的项目也获得了重庆市优
质结构杯和重庆市市级文明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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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正能量
中国农机院推出“七月影动”专题活动

呼和浩特分院组织召开纪念建
党96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专题报告会
6 月 30日，为庆
祝建党96周年，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在呼
和浩特分院取得实
效，按照“三会一
课”制度的要求，呼

（ 本报 讯 ） “ 当 蜘 蛛 网 无

读书两句真诀……”

故事、电影片段以及党组织活动

和浩特分院组织召开了纪念建党

断克服困难，在经济建设和其他

等内容。

96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

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这是中国农机院首次将传

常态化制度化专题报告会。呼和

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正确

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

程……我们是中国农机院中机十

统的七一活动从线下扩展到线

浩特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刘贵林

的领导。刘贵林 书 记 指 出 ： 企

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我

院北京党支部。”

上，旨在通过新媒体平台 丰 富

做了题为“学习党史国史，学习

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

是中国农机院党委书记李韵涛，

“我们代表机电所党支

党的活动形式，品读优秀作

党的优良传统，爱国爱党爱企

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身为党员就

以上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诗

部，分享《青春万岁》，所有的

品，欣赏励志影片等，学习发

业”的报告，呼和浩特分院党

应在呼和浩特分院的发展中做

《相信未来》。”

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

扬党的优秀传统，扩大正能量

员、重点培养对象和入党积极分

“德”文化的践行者、引领者，

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

传播范围。

子6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为促进呼和浩特分院发展贡献最

“大家好，我叫吕思桐，
今年9岁，我的爸爸在中国农机

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截至7月17日，“七月影

刘贵林书记以中国共产党召

大力量，做一名真正的爱国、爱
党、爱企业的优秀共产党员。

院工作，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

……

动”已经成功播出了五期，微信

开的历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线，

故事《吹小号的天鹅》。当我读

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朗读，

后台收到了越来越多粉丝的留

从“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党

此次报告会，使广大党员进

这本书时，心里就好像听到了路

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词，通过影

言，有的为分享者点赞，有的畅

史”、“爱国、爱党、爱企业”三

一步了解历史，坚定信念。呼和浩

易斯动听的小号声。我也要像他

像在微信平台传播开，这是中国

谈自己与分享者的共鸣，也有的

个方面，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

特分院全体党员将以此次报告会为

一样，做一个勇敢、善良、有毅

农机院党委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表达了参与活动的意愿。中国农

资料讲述了中国共产党96年来的

契机，积极学习、运用党的历史经

力的人。”

立96周年在微信公众号组织开展

机院党委将继续着力打造该栏

发展历程。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

验，更好地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

的“七月影动”活动。

目，让该栏目从七一建党的特别

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

责，以实际行动传承党的奋斗精

“我是梅岸君，我来自中
国农机院国际合作与外联部，我

活动中，中国农机院老、

节目转变为传播中国农机院企业

命的根本，是我党始终不忘初

神，为呼和浩特分院健康、稳定发

想读一段我最喜欢的《围炉夜

中、青三代人通过影像与大家分

文化、发展理念以及分享智慧成

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中国

展贡献力量。

话》，心不外驰，气不久浮，是

享了入党誓词、经典诗篇、寓言

果的品牌栏目。

共产党自成立起带领中国人民不

中机十院党委开展“七一”主题活动

（呼和浩特分院）

中国农机学会党支部赴国际主
义教育基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近日，为落实
“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在中
国共产党96岁生日
即将来临之际，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及员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

成立初期，党在中原大地领导

和一生的信仰。7月1日，面对

年，中机十院党委分别组织洛

工人运动的可歌可泣的光辉历

鲜红的党旗、面对巍峨的太行

阳和北京的党员同志开展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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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岁月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建国

支部活动首先学习了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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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革命信仰有了更深刻全面

社会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

的了解。

（农机学会）

行业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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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7月15日上午，为纪念中华民

行业中心党支部书记赵庆亮领

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已经演变为

族抗战爆发80周年，行业中心党

誓，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宣誓仪

今天的“难而不惧、富而不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式。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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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这不仅是一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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