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委党校新闻

上海党校通讯

2020 年 10 月 20 日 第二版

闵行区委书记寄语党校学员扛起时代使命
本报讯 近日，2020 年第一
期处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式暨第
二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开班式在
闵行区委党校举行。闵行区委
书记倪耀明出席仪式并讲话。
两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全体学
员，第 24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全体学员参加了活动。
倪耀明指出，举办处级 干
部进修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 记 考 察 上 海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发展阶段。
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十
倪耀明强调，闵行区正在
一 届 市 委 九 次 全 会 和 六 届 区 紧锣密鼓地研究下一个五年计
委十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划，需要全区上下进一步解放
大家要利用培训的机会，紧密 思想、开阔视野、理清思路。一
联系历史时点、大势大局、肩负 是以责任担当扛起时代使命，
的使命来学习，不断学深一层、 一方面要全力抓好“一网通办”
站高一步，争取新的提高。当 “一网统管”这两项“牛鼻子”工
前正处于“十三五”收官、
“十四 程，提升全覆盖、全过程、全天
五”谋划的重要当口，站在“两 候的城市治理能力，另一方面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汇点上，我们国家将进入新的 活的期盼，创造闵行人民的幸

福生活。二是以战略眼光谋划
战略任务。提升核心优势，深
度推进产城融合。三是以非常
作为成就非常事业。在砥砺品
格中铸就对党忠诚，在创新创
造中勇立时代潮头，在担当作
为中练就过硬本领，在修身律
己中保持过硬作风。
学员们纷纷表示，倪耀明
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未
来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
不得”的危机感和“坐不住”的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嘉定区委书
记陆方舟为嘉定区委党校第 28 期处
级干部进修班、第 27 期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第 25 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作专题辅导报告。
陆方舟围绕谋划嘉定“十四五”发
展需要把握的原则，科学谋划嘉定未
来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举措，始终保持
奋发有为、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等三
个方面，与大家深入谈心交流。
陆方舟指出，谋划“十四五”，重点
要把握好五个原则，即坚持在国家战
略和全市大局中定位嘉定，坚持对标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一张蓝图干到底。
围绕“十四五”发展的几个重点任
务，陆方舟强调要在服从服务新发展
格局中展现嘉定作为，服务长三角循
环的联动畅通，提升嘉定开放型经济
水平。要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谋划
上，强化前瞻研究、理清发展思路；推
进上，强化聚力突破、加快形成亮点；
抓手上，强化招商引资、加大投资力
度。要推动嘉定新城高质量发展，推
动新城建设从 1.0 版本向高水平 2.0 版
本迈进。要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强化科技赋能，切实增进人民群

众福祉，
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陆方舟勉励学员们要坚定理想信
念，在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城市工作，要把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初
心使命作为自己的终身课题。要永葆
创业激情，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敢于
担 当 、奋 发 作 为 ；脚 踏 实 地 、崇 尚 实
干。要善于创新求变，有识变的眼光、
应变的招数、求变的胆识。要提升能
力本领，着重增强专业化水平，提升做
好群众工作、运用先进技术的本领。
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区行政学
院院长傅俊主持会议。
（徐 芳）

普陀区区长为党校中青班学员作专题讲座
本报讯 10 月 9 日，普陀区委副书 就，详细讲解了普陀今后经济社会发 产业、新技术等知识的学习。在实际
记、区长姜冬冬到区委党校为区第 40 展的目标任务。最后，姜冬冬对普陀 工作中，要做到“快速”
“ 细致”
“ 创新”
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和第 26 期中青年 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三点希望：一要主 “坚韧”，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全
干部培训班学员作题为“普陀区情介 动出击敢担当。摒弃事不关己、高高 力以赴推进普陀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绍”的专题讲座。
挂起，只重部门利益、无大局观以及 工作。
姜冬冬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普 “官本位”等现象。二要“集团军”作战
报告内容丰富、数据详实、语言生
陀区的实际情况，围绕“坚定‘转型蝶 强团结。条块之间、条条之间要相互 动、富有激情，振奋了普陀区各级领导
变、再起宏图’的信心、决心和恒心，全 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工作 干部“转型蝶变、崛起赶超”的精神，坚
力以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坚定以“人 协同推进机制，发挥好 1+1>2 的协同 定了领导干部做好普陀各项工作的信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以赴做好 效应，尤其要把区招商引资资源平台 心和决心，对于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
民生保障工作；坚定“两城”理念，全力 用好用足，实现效应最大化。三要不 普陀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
以赴提升城区环境品质”三个方面，全 断学习增才干。加强理论学习，强化 和帮助作用。
面回顾了普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 理论武装，同时，加强业务知识和新
（付 桦）

奉贤党校召开
“四史”
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奉贤区委党校联合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奉贤
区党建研究会举办主题为“学史鉴今
勇担新使命 创造新传奇”的“四史”学
习教育专题研讨会。市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徐建刚，奉贤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党校校长韦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应邀出
席研讨会。奉贤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王秋萍主持会议。
徐建刚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会
举办的主题、时机和方式。他指出，
干部教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
育，我们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不只是
学习“四史”本身，而是要紧密结合党
的中心工作，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武装
全 党 ；要 实 现 学 习“ 四 史 ”的 最 终 目
标，关键还在于学以致用，这体现在

通过“四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坚定理 博士，黄浦区委党校副校长黄伟林，奉
想信念和提高能力本领两个层面；要 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工作党委
充分利用上海的红色资源，打造精品 书记黄军华，奉贤区青村镇党委书记
课程、培育名师大家。
陈建国等作交流发言，他们结合单位、
韦明在致辞中指出，这次“四史” 工作实际分别从不同领域或视角阐释
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恰逢其时，对进 “四史”学习的心得体会，共同为推动
一步准确把握“四史”学习教育的根本 “四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把脉问诊、
出发点和落脚点，讲活红色故事、用活 献计献策。
红色资源，推动奉贤“四史”学习教育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市委党校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具有 党史党建教研部，上海党校系统有关
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领导、专家，以及奉贤区“四史”学习教
苏智良以“深入挖掘上海的红色 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奉贤区党的建
资源”为题作主旨发言，就如何开发利 设研究会相关会员单位的分管领导。
用已有革命旧址，以及对重要革命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将“四
址的保护利用、新发现的革命旧址的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定理想信
开拓、论证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详细 念，增强担当作为的勇气，奋力创造新
论述。
时代奉贤乃至上海发展的新传奇。
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张永杰
（王曦露）

松江党校课间微论坛融合﹃教学用﹄

嘉定区委书记为党校主体班学员作专题辅导报告

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砥砺能
力本领，为闵行建设品质卓越
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区作出
新贡献。
闵行区委副书记、组织部
长、党校校长王观宝主持仪式
并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闵行
区委办主任张鹏宇，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姚计华，区委党校常
务副校长张英霞参加本次活
动。
（闵行党校）

本报讯 松江区委党校在主体
班教学中，积极探索打造学员自主
学习平台，引导学员创新开展“课
后 30 分钟微论坛”活动。作为课
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微论坛”旨
在 通 过 搭 建“ 老 师 — 学 员 ”
“学
员—学员”互动交流平台，鼓励老
师、学员之间进一步传递经验、分
享感悟、答疑解惑，真正做到老师
引导与学员研讨相结合，真正实现
教学、探讨、实践的有机统一。松
江党校在青干班培训过程中采取
学员轮流主持、抽签发言的方式，
先后举行了 25 场“微论坛”，取得
显著成效。
学 员 变 教 员 ，实 现 学 学 相
长。“微论坛”模式的建立，是对
传统的宣贯式教学模式的突破和
改进，通过课后随机抽签，使得所
有学员均有可能被抽中交流，倒逼
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迅速实现“三
个转变”，增强学习意识，端正学习
态度，主动克服学习中的惰性，做
到课前充分预习、课中认真听讲、
发言精心准备。
“微论坛”的开展在
帮助学员尽快消化课堂知识的同
时，有助于进一步锻炼学员的自主
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时间控
制能力和思考总结能力，并使学员
之间迅速打破原本因不相识导致
的陌生状态，增进了相互了解，融洽了班级
氛围，
促进了学学相长、共同进步。
师生有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秉持老
师主导而不主宰、学员谦学而能自主的教学
理念，不断思考和探索充分发挥学员主体地
位、提升教学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方式方法。
课堂上，老师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结合丰富的
现实案例，将原本枯燥的理论学习讲述得深
入浅出，生动形象。
“微论坛”上，学员将自己
对于理论知识的认知结合个人生活、工作经
历和日常感悟，与老师进行深度交流，更加
激发了授课老师的上课激情，
“微论坛”不再
是“剧本式的互动”，而是你来我往、互动连
连，学员之间频频补充发言，授课老师更是
金句迸发，整个课堂生机勃勃，学习氛围更
为浓厚，
理论知识更为入心入脑。
问题有答案，实现学用相长。“微论
坛”的作用，不仅仅限于课堂的交流与研讨，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员善于提出问题，循着正
确的方向思考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达到
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目的。青干班的学员都
来自于不同的单位，学员在“微论坛”中将日
常工作中总结的经验、遇到的困惑进行分
享，授课老师结合理论知识、工作经历进行
抽丝剥茧的解答，引导他们自觉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进一步激发了学员的学习
动力，更加深入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为党
校结业后本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思路和
新方向。
（满媛媛 高 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