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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院党委
举办领导干部十九大精神集中学习培训班
2018年6月 2 5 日 ， 中 国 农 机 院 领 导

分利用这次培训机会，结合企业改革发

眼光，从党的奋斗史、中华民族史、社

干部十九大精神集中学习培训班举行了

展，联系本职工作，全面系统学、原原本

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加深

王博书记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贯彻

开班仪式。本次培训是中国农机院党委

本学，通过学习深入思考，并做好学习交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精神是否到位，相对于企业而言，

根据国机集团党委有关要求，组织开展

流。以这次培训为契机，努力提高自身综

的理解。

抓好企业中心工作就是最好的试金石。改

的第二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

合素质，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培训内容还包括观看专题片、党委

革、发展、创新工作是否得以全面推进；

培训。中国农机院院长助理级领导，院

为推动中国农机院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书记讲党课、新党员入党宣誓、知识竞

重点难点工作是否抓出成效；改革发展成

职能部门部长、副部长，院属各二级单

贡献。

赛等。

果是否惠及员工，这三方面是检验学习贯

重要的意义。

位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党支部成

本次培训为期五天，培训以深刻学

29日下午，在结业式之前，参加培训

彻十九大精神的重要标准。希望各级党员

员，二级党委所属党支部书记近200人现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领导干部分为六组对五天的学习内容进

领导干部把这次学习作为成长进步、改进

场或视频同步参加培训。中国农机院党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邀请国

行了研讨。

工作作风的新起点，不断完善自己、提高

委书记、院长王博在开班式上作动员讲

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

结业式上，六位小组代表从不同角度

自己，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以此次学习

话，开班式由中国农机院党委副书记李

家学者对“十九大”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深

阐述了本组的学习心得，共同提到本次

教育为契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员队

四章主持。

入解读，从“十九大”后中国经济走势讲

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信息量大，

伍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

王博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在学习过

起，剖析了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党建责任

是一次有针对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培

正、求真务实的发展环境，为中国农机院

程中，一是要深刻领会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考核的重要性，强调了在新时代持续加

训，不仅对提高学员的理论素养有很大

深化改革以及“十三五”各项目标任务的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按照新时代的

强纪律建设的紧迫性，引导大家以历史

帮助，对指导学员的工作生活也有极为

完成提供坚强保证！

要求，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
好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更好领会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
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二是要深刻领
会把握党的建设新要求，把管党治党的螺
丝拧得更紧，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
落实的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三是要深刻领会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结合企业实际，推进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一步接一步，连续不断朝
着确定的目标前进。
王博书记希望全院各级领导干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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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集团纪委副书记王锡岩受邀
为中国农机院领导干部讲课

中国农机院有关集体和个人荣获
国机集团“一先两优”表彰
“国机集团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者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
机电技术应用研究所党支部

廉洁纪律、党的群众纪律、党
的工作纪律和党的生活纪律的
要求与内涵。王锡岩副书记生
动深刻的一堂课，让参加培训
的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遵守
党的纪律以及加强纪律建设的
重要性。
中国农机院党委书记、院
长王博在总结讲话中再次强调，
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

“国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获得者
现代农装湖州安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杨正伟
行业技术服务中心 董云雷
中机华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闫飞

“国机集团优秀党务工作者”获得者
党委/院务工作部 王可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

牢记自己的身份，牢牢树立红线
意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切
实把党章党规贯彻落实到日常工
2018年6月28日，中国农机
院领导干部 十 九 大 精 神 集 中 培

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加强纪律

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的历

建设》。

史发展时期，全面加强纪律建

训的第三天，受中国农机院

王锡岩副书记首先阐述了

设，持续建设风清气正的企业发

党委邀请，国机集团纪委副书

什么是党的纪律，以及遵守党

展环境，以党建工作促进企业改

记王锡岩同志为参加培训的人

的纪律的重要性，随后分别结

革发展，凝心聚力，履行好国有

员讲课，他讲课的题目是《深

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述了党的政

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

入 学 习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治纪律、党的组织纪律、党的

会责任。

王博书记为中国农机院各级党员干部
讲授党课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
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
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中国共产党
的思想路线。共产党员讲党性，
必须自觉遵循这条思想路线。
3.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人民性，
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

中国农机院举行2018年度
第六期领导干部业务培训学习

点和落脚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
候都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
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
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4.遵
2018年6月27日，在中国共

引，从如何理解共产党员的党

守党的纪律。能否守规矩、讲规

产党建党97年周年之际，中国农

性、讲党性的基本要求和不断加

矩，特别是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机院党委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

强党性修养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

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动，包括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了心得体会。

也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

党委书记讲党课和知识竞赛。中

王博书记认为加强党性修

国农机院领导班子成员、院职能

养要做到：1.坚定理想信念。理

王博书记的党课，对中国

部门部长、副部长，院属各二级

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柱。

农机院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加强党

2018年6月28日上午，中国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

在残酷的革命年代，无数共产党

性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

农机院举行十九大精神集中学习

王博院长在总结讲话中指

党支部成员，二级党委所属党支

人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为革命

如何把讲党性贯穿到日常工作和

培训班暨第六期领导干部业务培

出，加强领导干部财务知识培

部书记以及新党员到场或者通过

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以自己

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

训学习，培训邀请中国农机院副

训，既是提升企业资产运行质量

视频参加了上述活动。

的行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诠

于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作风

总会计师、资产财务部部长李霞

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现代企业

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担任主讲，就“深入学习十九大

治理水平的必要条件。他强调，

委副书记李四章的主持下，中国

精神·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议题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中国

农机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

与参训人员进行交流。培训活动

农机院的企业属性，积极转变思

绅带领新入党的党员进行入党宣

由院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路，改变传统观念对企业发展的

誓。徐绅副书记与党员同志们面

部长姚宝刚主持。

束缚，运用现代财务管理手段，

27日上午，在中国农机院党

向党旗，认真严肃地宣读了入党
誓词，作出了庄严承诺。

释了对党的忠诚。2.坚持实事求

党性的重要标志。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培训中，李霞副总会计师

通过“业财融合”等方式，让领

从“十九大”报告中国有资产

导干部“知财务、懂财务、善财

随后，中国农机院党委书

管理相关内容引入，对会计与财

务”，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

记、院长王博讲授了题为《加强

务的概念、相关法律法规、企业

整体水平，促进企业经济快速、

党性修养 锤炼思想作风 引领

经营模式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健康、协调发展。

企业实现高质量新发展》的党

同时，结合中国农机院实际情

院领导、职能部门部长、

课，党课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况，总结分享了机械研发类科

副部长，所属企业部分领导干部

讲话和十九大精神为引言，通过

研院所的财务特点，并就如何

等参加了此次培训，京外企业领

讲述典型的历史事件，旁征博

优化财务组织，加强财务管理

导通过视频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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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院党委举办
“学习新党章党规，贯彻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2018年6月27日，为庆祝建党97年

节，无论对于反应迅速准确抢答的代表

200分的比分遥遥领先。面对最后一个

周年，中国农机院党委举办了“学习新

队，还是抢答违例的代表队，观众们都

环节风险题，各代表队表现出了机智与

经过两场初赛，一场决赛，最终

党章党规，贯彻十九大精神”知识竞

报以鼓励的掌声，激励场上队员再接再

果敢的精神，第一个做出选择的代表队

中包公司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中机建工

赛，将全院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活动推

厉，不骄不躁，团结合作完成比赛。最

中机建工勇敢的选择了最高分30分的风

和中机三勘代表队获得二等奖，生物质

向新高潮。参加本次比赛的共有15支代

终，中包公司、生物质能、卓众出版、

险题，成为本场比赛中第一支选择30分

能、中机十院和卓众出版代表队获得三

表队，每支代表队三位队员，分为两组

中机建工、中机三勘和中机十院6支代表

题目的代表队，当主持人说出题目，党

等奖，现代农装、呼和浩特分院、天顺

参加初赛，每场初赛胜出的三支队伍进

队进入决赛。

实力成功拿到了30分。

的十九大会议的主题是？现场观众屏息

长城、金轮坤天、行业中心、机电所、

入决赛。参加十九大精神培训的党员干

决赛环节，各代表队队员已经熟悉

凝神，期待地看着中机建工代表队手持

中机投资、世奥物业、中机华丰代表队

部、院所属二级企业员工代表通过现场

了比赛各个环节，每一位队员在个人必

话筒准备作答的队员，只见他小声组织

获得优胜奖。中包公司马雪飞、中机十

与视频观看了比赛，中国农机院党委书

答题环节都为各自的代表队拿到了关键

着答案，低头看了看其余两位队员在纸

院耿洋和生物质能尹玲玉因为在比赛中

记、院长王博，副院长黄广春、雷雨

的十分；在团体必答题环节，三位队员

上写出的提示，随后，这位队员定了定

表现优秀获得突出表现奖。

春，党委副书记李四章、徐绅，副总会

齐心协力，认真思考题目，组织语言，

神，清了清嗓子，准确无误地回答道，

本次比赛 对 中 国 农 机 院 全 院 学 习

计师李霞现场观看了比赛，竞赛特别设

都力求将准确无误的答案呈献给观众；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党章党规，贯彻十九大精神起到积极

置仲裁组。

在抢答题环节，中包公司代表队表现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

地推动作用，中国农机院全体员工将沐

比赛分为个人必答题、团体必答

出，数次抢答成功，得到现场观众阵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浴着十九大的春风，踏着新时代的最强

题、抢答题和风险题四个环节。两场

掌声。经过紧张激烈的三个环节，场上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

音，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召

初赛紧张有序的依次进行，队员们沉着

比分呈现出明显差距，中包公司代表队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听到答

唤，脚踏实地、开拓创新，为企业健康

冷静，按比赛规则认真作答，在抢答环

凭借抢答题环节的出色表现，以总分

案，现场掌声雷动，中机建工代表队凭

发展做出贡献，创造价值。

一等奖获得者中包公司代表队

二等奖获得者中机十院、中机三勘代表队

三等奖获得者生物质能、中机十院和卓众出版代表队

优胜奖获得者现代农装、呼和浩特分院、天顺长城、金轮坤天、
行业中心、机电所、中机投资、世奥物业、中机华丰代表队

个人优秀奖获得者中包公司马雪飞，中机十院耿洋和生物质能尹玲玉

全体参赛选手与院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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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装党委组织在京全体党员前往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地参观
学习。

中机试验党委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在
陈列馆大厅，预备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誓词。

呼和浩特分院党委举行知识竞赛、歌咏比赛等活动庆祝建党97周年。

新疆中收党委召开庆祝建党97周年暨“一先两优”表彰大会。

中机十院党委组织党员参观白洋淀抗战纪念馆等地。

通过参观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全体党员深受警醒和震撼，深刻体会到今天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感到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中国农机院党委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组织党员重温革命历
史、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会议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四个自信”，更加牢固
地树立“四个意识”，紧密联系企业改革发展实际，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全体党员的
干事创业激情，展现党员干部走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深刻理解新时代的新任务、新使命，把学习贯彻十九大会议精
神的成果更多体现到推动工作、促进企业发展的实绩上。

中包公司党委和金轮坤天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井冈山开展红色
培训教育活动，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向英雄先烈们敬献花圈。

通过参观，党员们对党的早期创业历史和井冈山精神内涵有了更全
面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

卓众出版党委组织党员、积极分子等80余人前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了
“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

中机三勘党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大会表彰
“一先两优”获得者。

天顺长城党支部举办庆“七一”主题歌咏比赛，传唱歌颂党、歌颂
祖国的经典红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