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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市委党史研究室 

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8 月 28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主持召开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传达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做好新

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是指导新形势下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党史工作者要深刻领会和把

握宣传思想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

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刻领会和把握新

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和把握新形势下宣

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工作，深刻领会和把握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

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意义，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进一步

提升我市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为重庆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会议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

觉增强“两个坚决维护”的坚定性，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筑牢信仰之基，把握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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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紧扣中心环节，铭记使命任务，坚持在学习和工作实践

中博采众长、守正创新，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

努力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党史姓党，压

实责任，以党史文化、革命文化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加强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能力

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

仗的党史工作队伍，为促进我市宣传思想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琪为全室党员讲党课 

 

8 月 8 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党员干部职工会议，室

副主任张琪为大家讲授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核心内涵

的粗浅理解》专题党课。 

张琪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出发，结合大量事例，从“全面

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政治建设——党的根本性

建设”“从严治党——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

党——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四个方面深入阐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 

张琪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建党学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南，为新时代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室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学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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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党建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忧患感认真贯彻落实好

中央、市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大家一致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

精神实质，努力推动我室党建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区县党史部门干部职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万州、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坝、南岸、北碚、渝北、

巴南、江津、永川、南川、綦江、大足、铜梁、潼南、荣昌、

开州、梁平、城口、垫江、忠县、云阳、巫溪等地党史部门干

部职工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

宏大，是继“8·19”重要讲话之后又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闪

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

宣传思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学习倍

感振奋，深受鼓舞，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使命任

务和责任担当。 

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其精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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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坚决维护”。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方向，自觉承担起党史工

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使命任务，认真落实好党史领域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加紧编撰出版高质量党史著作，运用各种平

台和载体讲好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故事，努力练就敬业精业的

“金刚钻”，成为政治硬、本领强、懂创新的党史工作者，为推

动新形势下全市宣传思想工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8 月 23 日，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以及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做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并围绕“三个表率一个模范”重要指示进行了深入

讨论。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立明作专题辅导。 

会议强调，全体干部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坚持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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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上作表率，坚持不懈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开创党

史工作新局面。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既要树立意识又要深化认识，进一步

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既要有想法又要有做法，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既要坚定信心又要保持恒心，用新思路新

举措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既要善于谋事又要善于干事，牢牢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精益求精，干出成效。 

（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渝北区委领导对党史工作作出批示 

 

渝北区委书记段成刚，渝北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勇日前

分别对党史工作作出批示。 

段成刚书记在《渝北信息》（专刊第 3 期）上批示：“近期

区委党史研究室主动积极作为，充分发掘红色资源、搭建红色

平台，突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广泛开展党史教育，特别是

近 期 编 写 了 《 中 国 共 产 党 重 庆 历 史 大 事 记 · 渝 北 区 卷

（1919-2006）》，值得肯定！望在今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教育活动中发挥作用，取得更好成绩。” 

罗勇常委就《重庆党史工作》（2018 年第 9 期）刊登渝北区

委党史研究室经验交流材料《突出“三室”建设  全力打造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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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都市红色名片》作出批示：“‘ 三室’建设有特色，望抓实抓

细。” 

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及时传达区委领导批示精神并强调，

要认真领会区委领导批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党史

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党史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党史姓党，

坚持“一突出、两跟进”，进一步坚定自信心、增强紧迫感，积

极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增强看家本领，更好地肩负起以

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不断谱写新时代渝北党

史工作新篇章。 

（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巴南区委领导 

对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作出批示 

 

8 月 30 日，巴南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密在巴南区委党史

研究室呈报的《巴南区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利用规划》上作出“做

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区委党史研究室要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

进一步做好确有价值的遗址的修复保护工作”的批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按照“尊重历史、

立足原址、建用并重、重在保护”的原则，坚持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每年在调查摸底、深入分析之后确定一处以上革命

遗址加以抢救性保护修缮，取得了较好成效。新修缮的革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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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业已成为巴南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成为巴南区红色

旅游的新亮点、新名片。为统筹推进全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

作，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对现存 41 处革命遗址再次实地探勘、

分析情况，撰写了《巴南区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利用规划》并呈

报区委领导审阅。 

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将认真贯彻落实区委领导批示精神，

进一步完善工作举措，积极担当作为，自觉承担起弘扬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使命任务，为新时代巴南

改革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获选全国老旧厂房保护利用 

与城市文化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8 月 18 日，全国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论坛在

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举办。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宗明带

队参会并作大会交流发言。 

活动以“工业记忆、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为主题，通过

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主题展、主题论坛和成立联盟等

内容搭建协同发展平台，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近年来我国老旧厂

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成就，来自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等 17 省区市 39 个城市（城区）近 100 家文创园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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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全国首个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联

盟成立。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获选该联盟副理事长单位，重庆

际华 3539 制鞋有限公司（重庆际华 1912 文化创意园）和重庆

锦橙实业有限公司（重庆江津骏游运动休闲及安全教育基地）

获选联盟理事单位。江津区三线建设研究会负责人何民权应邀

接受当地记者采访。 

江津区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工业数量最多、门类最多的地

区之一，遗留下的大量老旧厂房是江津改革发展、经济腾飞的

重要历史见证。本次论坛为积极探索江津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

传承创新发展，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再生价值，推动江津城

市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开展革命遗址调研 

 

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日前调研中共澎溪流域临时区委成立

地——温家祠堂、刘孟伉故居暨七南支队陈列室、谭右铭故居

保护利用情况，并将此三处革命遗址纳入全县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重点项目（2018—2022 年）上报市文物局审批。 

自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下发后，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除利用各种平台、载体做好常规加强县域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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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外，还积极组织人员对全县 116 处革命（其他）遗址进行了

调查摸底，对现存 37 处革命（其他）遗址的现存状况、类别、

保护利用级别等情况逐一登记造册，并联合县文化委提出相应

修缮保护利用建议，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举办革命遗址故事演讲比赛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日前举办革命遗址故事演讲比赛，党

史干部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无数革命先辈在巫溪这块红色热土上

谱写的光辉灿烂革命历史篇章，同时，检阅了党史干部的能力

才华，展示了党史干部的精神风貌，也是巫溪党史人追寻先辈

初心，传承革命精神的缩影。 

近年来，巫溪党史部门在县委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

积极深入开展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工作，并在用活革命遗址

遗迹这部资政育人鲜活教材上取得了实效，得到县委主要领导

肯定。下一步，巫溪党史部门将联合县委宣传部、县财政局、

县旅发委等部门，不断扩大巫溪革命文化影响力、感召力，把

巫溪红色资源转化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继续推进

巫溪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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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短波】 

 

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日前联合团区委在其官方微博“青

春九龙坡”开辟“九龙坡党史小知识”学习专栏，自 2018 年 9

月起每周定期刊载党史知识 1-2 条，重点宣传和普及自九龙坡

党组织成立以来全区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党的辉

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充分发挥党史部门职能优势，联合区

级相关部门历时数月、多方查找档案文献资料，证实了綦江早

期地下党员刘祥书的身份及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刘祥书之子

刘星吉对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坚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及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满意，并赠予该室一面“尊重史实 认真负

责”锦旗。 

（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大足区委党史研究室在迎接全区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督查时

获得督察组肯定，认为区委党史研究室坚持严字当头，切实担

负起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大足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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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委党史研究室、垫江县档案局联合编印《桂溪忠魂

——垫江籍渣滓洞英烈、脱险志士专辑》。 

（垫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日前到文峰镇利民村开展脱贫攻坚暨

圆梦大学行动，汪友军等 7 名贫困生获赠 1000 元/人助学金。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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