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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初心融入血脉 把使命扛在肩头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党史是一盏明灯，照亮前

行之路；党史是一股清泉，洗

涤心灵之尘。

江西中烟党组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

务。3 月 8 日，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会，对全系统党史学

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3月 9
日，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温

东奇任组长，公司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公司党史

学习教育的指导和推进。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党建、

办公室、人力、纪检、群团有关

工作人员组成，细化了工作组

和职责分工，确保各项具体工

作落实。同时，明确工作例会

机制，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例

会，形成合力，协调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

3月18日，江西中烟召开

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例会，

就系统安排党史学习教育的

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逐一研

讨。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将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长期政治责任，加

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

确保学习教育不打折扣、有力

推进、取得实效。通过成立日

常工作机构，加强组织领导，

江西中烟上下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传导机

制，为抓紧抓实党史学习教育

提供了组织保障。

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

展，必须立足实际，紧密融合，

才能保证工作切中肯綮，统筹

推进。3月19日，江西中烟党

组专题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实

施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关键

环节、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六

个进一步”的基本要求，学好

“必修课”，上好“自选课”。

在随后印发的江西中烟

《党 的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2021年工作要点》《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要点》中，“统筹协

调”“有机融合”成为文中关键
词。“要把学习党史与坚持信
仰信念结合起来，与锤炼党性
修养结合起来，与弘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起来，
与完成 2021年各项重点任务
结合起来，一体推进，相得益
彰。”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王迪汗指出。

一体推进抓落实，要在深
刻理解上下功夫。江西中烟

机关党委为党员配发了一批

相关学习书籍，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里走。

“这本《党史年志》很有特

色，我每天都会读上一页。”公

司机关第一党支部林通拿着

书爱不释手，“里面精选了

365件代表性文物，完整呈现

了一百年来党的重要历史脉

络和经典瞬间。”

截至 3 月 26 日，南昌卷

烟厂、广丰卷烟厂、赣州卷烟

厂、井冈山卷烟厂全部召开

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并

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

作机构。

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吹

进了车间科室、班组机台……

伴随着春的勃发，大地一派生机盎
然。从公司党组到各基层支部，从英雄城
南昌到井冈山下，江西中烟全系统涌动着
党史学习教育的滚滚热潮。

“全面抗战期间，新四军同日伪军进
行了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成为一支英雄部队……”3 月 30 日，江西
中烟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走进南昌
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
开启了江西中烟首场“红色现场教学”。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呈现着百
年党史的厚重。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
中心组成员们驻足凝视，细细品读，在聆
听讲解、观看图片展的过程中，了解百年
党史的光辉历程，深切感受到在艰苦的
物质环境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新四军
先辈们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伟
大爱国情怀。

现场教学加深体会，专家讲座温润心
灵。“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学
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这是 3
月 30日江西中烟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
史学习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的一幕，省委
党校副教授唐雷正为大家作辅导讲座。
他重点从“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三个
方面，以灵活生动的授课方式，对党史知

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4月 21日，江西
中烟又邀请江西省社科院原院长汪玉奇
围绕“新中国历史进程及历史经验”，从精
神谱系、精神特质和新时代传承等方面，
为大家上了一堂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
学识广度、情感热度的生动党课。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政治上坚定是党员干部必须先立起来的

“大者”，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
醒。在中心组学习研讨中，大家进一步感
受党史学习教育中蕴藏的真理力量、信仰
味道和思想光芒，并谈起自己的学习体
会：“党员干部只有理论上彻底学懂弄通，
政治上才会更加坚定，行动上才会更加自
觉”，“学习党史，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增
强斗争精神，启迪发展智慧，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为持续推
进公司和金圣品牌高质量发展体现应有

担当、作出应有贡献。”
奋进来自矢志开拓，精神源自血脉赓

续。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西卷烟工业至今
已有 70年历史，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省
内支柱企业，从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之初，
公司党组就明确要求，要用好用活江西红
色资源，充分汲取精神力量，不断筑牢国
有企业的“根”和“魂”。

公司党建部大力创新学习形式，策划
开展了“重走建党路，点亮爱国魂”红色
走读打卡活动，全系统干部职工踊跃参
与，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浏览学
习红色党史，追寻革命先辈的历史足迹，
让革命旧址“亮”起来、革命历史场景

“活”起来。
公司办公室借助企业微信公众号、企

业网站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栏，营造全员
线上学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让全体党员

接受守初心、担使命精神洗礼。
公司工会举办了“中国梦·劳动美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年职工演
讲比赛，全面掀起学党史的热潮，进一步
激发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

公司机关第三党支部和第七党支部
联学共建，开展“学党史、悟初心”红色走
读活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
色教育纪录片，支部书记为党员发放了

“政治生日”贺卡。
公司机关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登上

退役的海军第二代南昌舰，深刻感受中国
海军的发展壮大。

针对党员较为分散、流动性大的特
点，江西中烟市场营销中心党总支引导党
员干部依托“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和烟
草网络党校等平台，灵活开展“指尖学”，
打通了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江西中烟把“学史力
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主题，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相契合，努力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
推动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

4月19日，温东奇来到江西中烟挂点帮扶
村吉安县永阳镇下边村实地调研，了解产业
成果、打造乡村综合示范点等有关情况，以党
史学习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下边村是“十三五”贫困村，下辖
9个村小组。从2015年起，江西中烟先后选派
了三任第一书记在下边村驻村帮扶，拿出
1000多万元用于该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帮扶，使下边村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村级集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从吉安县永阳镇的下边村，到赣州市蓉江
新区潭口镇坳上村；从上饶市广丰区横山镇上
铺村、龙潭村，到乐安县罗陂乡的右源村……江
西中烟持续深入推进党建促脱贫攻坚和对口支
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

做好群众工作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
践。作为一家生产制造企业，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中，江西中烟践行国企担当，
把服务送到基层“末梢”。

公司原料采购中心来到赣州石城烟叶基
地，开展“送技术下乡服务烟农”活动，把烟叶
生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我们主要从绿色防
控、烟叶打顶及工业质量需求等方面开展理
论培训，同时进行现场指导和座谈交流，让大
家掌握近期烟叶生产技术要点。”原料采购中
心基地有关人员表示。主动延伸服务触角，

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想办法、下功夫，使得
本次活动深受欢迎，真正起到了烟农得实惠、
党员受教育的良好效果。

公司机关第三党支部所辖部门生产制造
中心、安全管理部，平时和基层企业接触最密
切，打交道最多。他们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结合管理提升要求，在工艺质量保障服
务、设备管理辅导服务、现场帮扶服务等方
面，精准开展“我为基层服务好”活动，兴起解
决问题、服务基层之风。

近期，吉安县城区遭遇强降水，部分居民
家中房屋进水、下水管道堵塞。井冈山卷烟
厂机关第二党支部第一时间与“企居共建”社
区——井开区君山社区负责人联系，掌握辖
区内受灾情况，迅速组织支部党员帮助受困
群体做好灾后清理工作。

作为中央驻赣企业，江西中烟将学习向
深度推进、向广度拓展，将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学习结合起来，通过支部集中研讨、党
支部书记委员轮训、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形
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车间、进班组、进销
区、进头脑，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不断提升“政
治三力”；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坚持“四点
思路”、推进“四大工程”的具体行动，持续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破解影响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难点堵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坚

决完成好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努力推动
江西中烟和金圣品牌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江西中
烟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更强了、发展方向
更明晰了、比拼争先、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儿更
足了，“四大工程”建设的步伐更加有力了——

在“金圣品牌提升工程”方面，明确了新
品研发和老品改造的总体方向和思路，有序开
展产品开发储备和新型烟草工作，上半年各项
经济运行指标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在“管
理提升工程”方面，牢牢把握“目标引领、价值
依托”的导向，持续推进提质增效、降本增效、

控员增效等工作，企业高效能治理得到稳步推
进；在“队伍提升工程”方面，通过加强教育培
训工作，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青年人才成长，
加快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在“软实力提升工
程”方面，加强企业文化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
内部凝聚力。着力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持续树
立企业和金圣品牌良好形象。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在继往开来的
历史性时刻，江西中烟干部职工不断提升学
习热度，不断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
进“四大工程”的具体实效，接续谱写江西卷
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郭 磊 周龙鑫/文 （本版图片由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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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办实事 出真招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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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悟思想
为根本，以办实事为
重点，以开新局为目
标，紧锣密鼓精心谋
划，全方位扎实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见行见效。

江西中烟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缅怀革命先烈，开启公司首场“红色现场教学”江西中烟党员干部在方志敏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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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烟原料采购中心赴石城烟叶基地开展帮扶

公司机关组成攻关小组赴基层进行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