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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简 036 号

日照侨联工作简报
第 8 期

（总第 152 期）

日照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本 期 要 点

【工作动态】

 日照市侨联主席张宗焕到包联村调研

 日照市侨联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

 日照市侨联联合市口腔医院举办“口腔健康讲座走进机关单位”

侨星志愿服务活动

 日照市侨联组织侨界书画家赴南通参加侨界书画联展

 日照市侨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日照市侨联组织观看政论片《泰山“挑山工”》

 向模范看齐——日照市侨联组织观看电影《喜盈代村》

 日照市侨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日照市侨联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展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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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日照市侨联主席张宗焕到包联村调研

9 月 3 日上午，日照市侨联主席张宗焕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到包联

村——岚山区中楼镇卢家官庄村调研，岚山区侨联、中楼镇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张宗焕一行实地查看了村容村貌和重点设施，详细了解村庄经

济发展状况和村民诉求，与村两委成员共同探讨下步帮扶思路和重

点。在立足村庄发展需要和村民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借包联村安装

自来水的有利时机，通过要求生产企业让利、市侨联出资补助的方

式，帮助村民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并为包联村两条主干街道安装一

批太阳能路灯。同时就如何组织村民报名、补贴发放、费用计算等

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细节以及路灯安装方式、位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确保工程保质保量、按时推进，不断增强包联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张宗焕表示,包联工作是市委、市政府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举措，是实施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新一轮包联工作启动以来，

市侨联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包联工作，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下步市侨联将继续加大包联帮扶力度，发挥侨界优势，协调有关部

门，多为包联村办实事，办好事，努力改善包联村老百姓生产、生

活条件，为美丽乡村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乡

村振兴。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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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侨联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按照市委办

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的通知要

求，9 月 5 日，日照市侨联举行“慈心一日捐”爱心捐款活动，用实

际行动彰显大爱情怀，贡献侨界力量。

活动一经发起，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包括退休老党员老干部都积

极响应。捐赠现场，在党组书记徐厚乾、主席张宗焕的带领下，大

家井然有序地排起队，将自己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爱心投入到载着希

望和温暖的捐赠箱里。此次活动共募捐资金 2400 元，所募善款将统

一上缴日照市慈善总会账户。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对于营造向上向善氛围、促进社会和谐

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机关党员干部，要以此次捐款活动为契机，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关心慈善公益事业，力所能及地帮扶需要

帮助的人们，为建设文明日照奉献自己的力量。

（办公室）

日照市侨联联合市口腔医院举办“口腔健康讲座

走进机关单位”侨星志愿服务活动

为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水平，增强人们的口腔健康观念和

口腔自我保护意识，在第 30 个“爱牙日”到来之际，9 月 6 日，日

照市侨联联合市口腔医院，开展了以“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为主题

的“口腔健康讲座走进机关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卫生医疗侨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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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活动，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成磊，市侨联党组书

记徐厚乾、主席张宗焕，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调研室副主任刘

兴华，市口腔医院执行院长李岩涛博士出席活动，市侨联、市政府

办公室等市直机关部分干部职工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期间，市口腔医院李岩涛博士结合病例图片，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为大家讲解了口腔疾病防治知识和日常注意事项，强调了口

腔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密切关系，重点对日常

生活中大家不正确的洁牙护齿方式进行了纠正，倡导掌握正确的刷

牙方法，养成良好用牙习惯，并通过提问、发放小奖品等方式与大

家进行了积极互动。讲座结束后，市口腔医院的医生们还为现场的

干部职工进行了义诊，耐心细致地解答各种爱牙护牙的专业问题，

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治疗建议，赢得了一致好评。

下步，日照市侨联将继续加强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侨星志愿服务

品牌的打造和提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志愿服务活动，

将志愿服务精神融入侨联组织和侨界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带

动更多的侨界群众和热心人士加入到侨星志愿服务中来，传递侨界

爱心，传播文明风尚，力争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侨星志愿服务打造成

为全市各级侨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拳头”和“品牌”，成

为侨界群众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办公室）

日照市侨联组织侨界书画家赴南通参加侨界书画联展

9月12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江苏侨界书画精品展暨南通、

日照、枣庄、镇江、扬州、江都侨界书画联展在南通赤子情华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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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举行。日照市侨联四级调研员李儒君，日照市侨联文化艺术联

谊会会长李绪国，日照市侨联文化艺术联谊会副会长、日照开发区

书协主席赵家波，日照市侨联文化艺术联谊会副会长、日照青年美

术家协会主席王凯扬等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画展的作品或取材于新中国历史，或选题于百姓生活，或

寄情于大好河山，展现和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礼物，表达侨界对祖

国、对家乡的深情厚意。各位书画名家和侨界艺术家把自己的满怀

激情倾注笔端，用高艺术水准的书画作品赞美改革开放，歌颂伟大

新时代。

日照市侨联精心组织侨界书画家们参加本次书画联展，共有 5

位侨界知名书画家的10幅作品参展，得到观看画展群众的普遍好评。

（文化交流部）

日照市侨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9 月 16 日下午，日照市侨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动员机关上下高标准、高质量把主题教

育组织好、开展好，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建

市 30 周年献礼。

市侨联党组书记徐厚乾作动员讲话，市委第五巡回指导组副组

长王云剑到会指导并讲话，市侨联主席张宗焕、四级调研员李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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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市侨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离退休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徐厚乾对市侨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作了动

员部署，并强调三点意见。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主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开展此次主题教育，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

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新时代

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的迫切需要。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中央决策上来，统一到省委部署、市委要求上来，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工作落实，增强为大局服务和为侨

服务能力水平，更好地落实中国侨联“十代会”、省侨联“九代会”

各项工作部署，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主题教育中来，以实干实绩

赢得党委政府的充分认可和侨界群众的信任支持，凝聚侨心侨力为

全市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二要明确目标要求，切实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习

总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这次主题教育的根

本任务、总体要求、具体目标、方法步骤，这是我们下步开展主题

教育的基本遵循。市侨联全体党员干部要对照学习领会、认真贯彻

落实。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落实“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五大目标任务，切实做到学习与调

研相结合、查摆与整改相结合、落实与创新相结合，将“学研查改”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确保主题教育活动在提升个人素养、提升工

作效能、提升群众满意度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 7 —

三要强化组织领导，努力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推进取得实效。开

展主题教育是全市侨联系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头等大事，是目

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责任、重视宣传

引导，坚持以上率下，自觉向习总书记对标看齐，带头把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带头

树立正确政绩观，带头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落到行动上，带

头为基层松绑减负，带头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比忠诚、

比学习、比担当、比作风、比实绩，切实做到任务上身、责任上肩、

工作上心、措施上手，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王云剑对市侨联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筹备工作给予肯定，并结

合指导组工作职责，就贯彻落实主题教育各项任务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准确把握主题教育基本要求。深入落实主题教育根本任务，认

真贯彻主题教育总要求，准确把握主题教育重点措施，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二是紧密联系实际推进主题教育。市侨联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严实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精神状态投身到主题教

育中来。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创造性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三是以

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指导工作。巡回指导组将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

市委要求，认真履行指导工作职责，紧紧依靠市侨联党组开展工作，

坚持严格标准要求，抓好每个“规定动作”、每个“关键步骤”，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指导工作，确保主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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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侨联组织观看政论片《泰山“挑山工”》

按照日照市侨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计划安

排，9 月 24 日上午，市侨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观看政论片

《泰山“挑山工”》，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勇挑重担、勇攀高

峰，以实干实效推动全市侨联工作创新发展。市侨联主席张宗焕，

四级调研员、秘书长、机关党支部书记李儒君参加活动。

《泰山“挑山工”》政论片分四集讲述了泰山“挑山工”的历

史起源和发展轨迹，阐释了泰山“挑山工”精神的内涵特质和时代

品格，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泰山“挑山工”精神的传承实践，并

向广大党员干部发出了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的号召。

学习期间，与会党员干部专心观看，认真记录，并进行了积极

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观看政论片，对泰山“挑山工”

的精神内涵有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片中泰山“挑山工”始终怀

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不管山多高路多

远，都风雨无阻、无怨无悔，以“泰山有顶我为峰”的豪情壮志，

生动刻画出这个群体“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

的精神特质，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

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泰山“挑

山工”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立足侨联职能，强化担当作为，大

力弘扬“创新、落实”工作主旋律，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实、做细、

做好每项工作，做到挑担不怕难，上山不怕险，坦途不歇脚，重压

不歇肩，以泰山“挑山工”精神校准新坐标，奋力新作为，为推动

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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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支部要求，要把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泰山“挑山工”精

神作为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持久动力，结合岗

位实际，全面深入学、瞄准一流干，勇挑服务发展大局的千斤担，

练就服务侨界群众的硬本领，真正将泰山“挑山工”精神转化为担

当作为、狠抓落实的干事热情，转化为推动工作、助力发展的实际

成效。

（机关党支部）

向模范看齐——日照市侨联组织观看电影《喜盈代村》

为进一步丰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形式，加

大先进典型的宣传教育力度，9 月 24 日下午，日照市侨联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观看了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华诞献礼的主旋律电影《喜

盈代村》。市侨联主席张宗焕，四级调研员、秘书长、机关党支部

书记李儒君参加观看。

电影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时代楷模、中

共十九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代村社区党委书记王传喜同志

带领代村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为原型，以贴近现实的笔触和朴实真

挚的表演再现了党的好干部王传喜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代村干部群

众攻坚克难，担当有为，实现全村脱贫致富的典型事迹，演绎了一

个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弘扬了沂蒙精神，传承了红色基因。

观影结束后，全体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这是一部非常感人、催

人奋进的好电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

教材，被影片中王传喜敢啃硬骨头、担当有作为的精神所鼓舞，被

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使命担当所感动，作为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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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一名侨联干部，心中也要时刻装着侨界群众，自觉向先模对

标看齐，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为侨联事业发展多做贡

献，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日照市建市 30 周年增光添彩。

（机关党支部）

日照市侨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9 月 27 日下午，日照市侨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举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习近平在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市侨联主席张宗焕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深刻

论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全党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切实搞好主题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

辟论述了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的重大意义，深

刻阐明了新形势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使命任务、重点工作、

关键举措，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是新时

代党的的建设纲领性文件，为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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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改”

字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要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针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彻底的自我革命

精神抓好整改落实，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会上，

还进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知应会知识测试。

（办公室）

日照市侨联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展专题研讨

9 月 30 日上午，日照市侨联召开会议，重点围绕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认真开展专题研讨，教育引导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夯实思想根基，

牢记初心使命，凝侨聚力同心共筑中国梦。市侨联党组书记徐厚乾

主持会议，主席张宗焕出席会议，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集体学习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和《习近

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中的《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部分。

徐厚乾结合工作实际和党校学习感悟，作了题为《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 带头做到“两个维护”》的重点发言。徐厚乾强调，要坚

定政治立场，把握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

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做到党有号召、

侨有行动，推动新时代侨联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各级侨联组织

和侨联干部如何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加强侨联系统党的政治建

设，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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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筑牢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坚持不懈推进理论

武装，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地，以正确的

认识、正确的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确保侨联各项工作始终沿着

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前进。

二要夯实做到“两个维护”的组织基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功

能，建强抓实机关党支部，严格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树立大抓基层

的鲜明导向，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着力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

党组织，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侨联系

统全面有效贯彻落实。

三要强化做到“两个维护”的纪律保证。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把侨联机关建设成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的政治机关。

四要提升做到“两个维护”的能力水平。要增强政治定力，提

高政治能力，努力锻造新时代侨联干部队伍，加强侨联系统党员干

部的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做到始终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坚

决落实好“两个维护”，奋力承担起新时代侨联事业改革发展的新

使命新任务。

随后，参会同志结合各自思想、工作实际和近段时间的学习成

果，就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如何立足本职干好工作深入交流了

体会。大家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推进党的政



— 13 —

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徐厚乾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并对专题研讨进行了点评。他

指出，本次专题研讨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线，完成了既定学习任务，达到了预期学习目标。班子及成

员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精准检视问题，深挖“病灶”，

达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良好效果。

他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上级指

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市委各项工作要求上来，不折不扣抓好各项指

示要求贯彻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要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自觉对表对标，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刀

刃向内的勇气，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全力提升市侨联机关党建工作

质效。

（办公室）

报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分管领导，省侨联领导。

分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教工委、市政协文联委。

市直各涉侨部门单位、各侨联分会、各区县分管领导及侨联

（办）、上级侨联组织及友好侨社团

日照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9年9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