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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进一步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首都新发展
2017.11.14/星期二

冬奥组委组织座谈
畅谈学习十九大精神体会——
—

紧紧围绕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
本报讯 （记者 徐邦印）11月
10日，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走进冬
奥组委， 从八方面讲述了党的十
九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贡献，冬
奥组委300多名工作职员凝听了
宣讲。
作为主讲人， 中共中 央 党
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全国政协
委员、 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李忠杰，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从党的十九大的
主题及成果、 过去五年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八
个方面， 讲清楚了党的十九大
的主要精神和历史贡献。
随后， 冬奥组委机 关 党 委
委员、机关纪委委员、各部门负
责人又聚在一起进行座谈，大
家踊跃发言，畅谈学习体会。 会
议主持人、 北京冬奥组委人力
资源部部长、 机关党委副书记

闫成说， 李忠杰教授发言的思
想性、理论性、针对性都很强，
对我们下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 新闻宣传部副部长吕钦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强调要筹办好北京2022年
冬奥会、冬残奥会。 我们要紧紧
围绕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办奥理念策划宣传主题， 通过
宣传，充分展示国家形象，传播
中华文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
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为筹
办举办冬奥会营造良好的国际
国内舆论氛围， 把北京冬奥会
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
运盛会。 ”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育系统——
—

推动首都教育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奥运冠军宫金杰

奥运冠军登台 结合职业经历讲心中十九大 宫金杰——
—

带动新人攀登世界体坛高峰
本 报 讯 （记者 武 玉 姗）11月13日上
午， 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学术报告厅中，
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党的十九大
代表暨里约奥运会冠军宫金杰，在校生
代表、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林孟和羽毛球
世界冠军王适娴登上讲台，结合自己的
职业经历讲述了她们心中的十九大。
宫金杰是中国自行车队运动员、北
京体育大学2015届研究生、2016年里约
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冠军， 同时也是党的
十九大代表。 她表示，作为一名体育界的
代表，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战
线发出的动员令与冲锋号， 内心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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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自豪感、幸福感和责任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
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宫
金杰表示，大众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
完成工作，希望自己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
到全民健身的活动中来。
“未来我将立足于体育岗位， 继续
脚踏实地，带动新人攀登世界体坛高峰，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
宫金杰也向师弟师妹们发出倡议， 表示
应以奋进的姿态， 把自己的梦想融进中
国梦，为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体
育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随后，世界冠军林孟、王适娴分别以
“学习十九大精神， 助力北京冬奥会”、
“学习十九大精神，做卓越北体人”为题
登台讲课。 林孟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
王适娴是中国羽毛球运动员， 她们都是
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 思政课上，
林孟表达了要系统学习和深入贯彻十九
大精神， 在带动3亿人上冰雪开展运动、
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做贡献的心愿。 王
适娴也表示， 自己退役之后的主要工作
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参加运动， 体验体育
带来的乐趣，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三位世界冠军带来的这场思政课赢
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同学们也积极与之
互动。“
和奥运冠军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
这种课堂形式非常好， 今天的收获特别
大。 ”来自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教育学院
本科生傅家辉表示，自己会一直把她们作
为目标，坚定自己的信念，不断努力。

本 报 讯（记者 张 丽）13日下午，北京
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到教
育系统做宣讲报告会活动在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举办。 法制晚报记者了解到，北京
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
员、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作宣讲报告。
北京教育两委机关干部，高校师生代表、
十佳辅导员代表、 学生理论社团负责人
代表等850人参加活动。 活动由市委教工
委副书记郑登文主持。
法制晚报记者了解到， 陈旭从自己
亲历十九大的感受入手， 系统介绍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等内容， 重点阐述了如何
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 陈旭希望新时代大学生能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坚定理想信念，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一代，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
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
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陈旭的辅导报告，政治站位高，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既全面准确宣讲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又结合教育系统实际，思想
性、理论性、针对性都很强，对于首都教

育系统深入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十
九大精神， 推动首都教育事业不断向纵
深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报告会后， 陈旭与北京高校十佳辅
导员代表、 学生理论社团负责人代表等
30人座谈， 就高校师生如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交流。
法制晚报记者了解到，宣讲报告会
在教育系统干部和广大师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 大家认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通过的
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所作的报告，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之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开
篇之作，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奠基之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的灵魂。 大
家表示， 要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进一步在
首都教育系统形成生动实践， 不断推
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市宣讲团做客石景山 八角街道杨庄南区社区党委书记王翠香——
—

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本报讯（记者 耿学清）日前，市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赴石景山区宣
讲，宣讲团成员深入社区“老街坊”养老
服务中心进行调研，并在“老街坊”议事
厅与社区干部群众座谈， 引起干部群众
的强烈反响。
宣讲会上，市宣讲团成员、市委组织
部常务副部长贾沫微从党的十九大的主
题、 主要成果等八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进
行了讲解。 贾沫微鼓励在座的党员干部，
石景山区作为北京的西大门、 六个中心
城区之一， 在首都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 下一步要主动与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目标对标，推动建设“有山、有水、
有城、有业、宜居”的国家级产业转型发
展示范区、 绿色低碳的首都西部综合服
务区、山水文化融合的生态宜居示范区，
打造冬季体育运动特色城区和国际体育
交流重点城区。
当天下午，贾沫微又前往石景山八角
街道调研,察看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
挥中心，了解石景山区以党建统领推进城
市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还参观
了社区
“
老街坊”养老服务中心，了解党建

统领社区养老体制改革情况。
结束了将近一天的宣讲和调研后，
贾沫微最后在八角南路社区“老街坊”议
事厅， 与基层党员一起座谈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 现场气氛热烈，社区基层党员
踊跃发言， 畅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体会。
八角街道杨庄南区社区党委书记王
翠香表示，作为一名社区干部，要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必须把十九大精
神与当前的精准扶贫、党建、小区综合治
理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工作密切结合起
来。 从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着力，让群
众的获得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王翠香说，从现在开始，社区干部就
要积极行动起来， 按照区里疏解整治促
提升，建设无违建社区的指导思想，在基
层岗位上更加出色地工作， 让社区干部
的努力激励和影响社区全体党员， 进而
带动群众一起参与社区建设。“
坚持一切
工作以居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从群
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我们要全力打造安
全放心、环境舒心、服务贴心、共治齐心、
文化暖心的幸福和谐宜居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