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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一总支召开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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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智上海党委举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内外代表座谈会
3 月 26 日上午，中智上海党委举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内外代表座谈会。
中智上海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人事部、行政办、市场部、培训部及外企分公司等部
门 10 余名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公司党委副书记郭平同志主持会议。
郭书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智上海公司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基本情况和工作安排，宣读了上海公司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名单，并重点传达
了公司党委书记石磊同志在上海公司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他结合
市委党校来公司开展服务型党组织调研的情况，介绍了中智上海党委立足服务党
员、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服务理念，真诚希望广大员工代表积极参与公司教育实
践活动，多提宝贵意见，推动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切实推进公司发展，实现员
工群众满意。
会上，与会代表踊跃发言，表示积极支持教育实践活动。大家还就拓展教育实
践活动的内涵、进一步完善员工意见表达反馈机制、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宣传力度等
方面表达心声、献言献策，会议取得良好效果。

中智人头马党支部
积极参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有特色的外企党建迈出扎实的一步
--记中智七总支与南京西路街道的联合党建活动
2014 年 3 月 28 日春雨绵绵，应中智外企第七党总支（简称：七总支）陆勇
书记邀请，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简称：南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谭振勇同志、
王昱薇同志前来中信泰富交流党建工作经验。
会上，陆书记简要回顾了这次 3·5 学雷锋做好事献爱心活动，并代表七总
支对南西街道在此次活动中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双方联合搭建外企党建交
流平台。
南西街道谭书记表示共同开展相关活动，共享资源，慈善南西、志愿南西和
人文南西等项目交换了意见。随后，谭书记还邀请七总支的广大党员同志共同参
与将要启动的南西还书义务活动，该义务活动旨在帮助广大忙碌的白领归还所借
书籍，在方便群众读书
的同时给广大党员同
志提供做志愿者的
机会。七总支陆书
记对街道办开展这样
的活动表示认同和支
持，也号召党员同志
们积极行动起来，一
年抽一天奉献一小时
参加服务的义工公益
活动。同时，谭书记
还邀请七总支相关外
企中的海归党外人士，
左起: 王昱薇(南西社区综合党委副书记), 谭振勇(南西党
参与南西街道举办的
工委副书记),陆勇(七总支书记),张莺耀(七总支副书记)
侨属侨眷、归国人员
活动，积极拓展各党派、民主人士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2014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 点 30 分，中智外企人头马党
支部在港汇 12 楼的会议室自发召开了学习有关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资料的会议。会议由支部书记马寅苾同志主持，
支部内所有成员准时出席，参加人员包括 7 位正式党员和 1
名积极分子。
会上，支部组织学习了群众路线教育第一批活动的成果
和经验，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并
学习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容，即，重点是解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及着
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支部成员认真做笔记，并
就党中央要求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
的总要求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我们认为，这 12 个字应落实
落实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自我进行净化和提升。
这次专题学习活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使我
们能重新审视不足，激发在工作岗位上的积极性，为社会主
义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马寅苾 供稿）

在这次 3·5 学雷锋做好事献爱心活动中，七总支积极探索开展与本地政府基层机构、公益组织的合作模式，迈出了中智外企党建扎实的
一步。
会后，大家参观了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上海办公室，并就身边的政府基层机构与企业合作案例交流了意见。谭书记认为服务好南西范围内
的企业及各级党支部是南西基层组织的应尽义务。在气氛热烈的交流中陆书记也就中智外企七总支今后的发展以及活动展开进一步作了详细阐
述，包括邀请知名学者参加共同组织的读书活动、品鉴会、南西街道与外企党员间的各项交流活动等。双方共同期望能为南京西路上的企业、
员工和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进一步提高党组织在南京西路上的凝聚力、影响力打下坚实基础，为城市中的“美丽中国梦”再添和谐之绿，
为创建“中智南京路上七总支”迈出坚实步伐！
中智上海外企第七党总支副书记 张莺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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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
参加的人员除了总支书记曹玮琼(上图左 2)，总支副书记
仝晓文(上图左 3)、俞泳涛(上图左 1)外，埃克森美孚支部的
书记李博玉(上图左 4)同志也在下班后赶来。
这次会议就党委布置的工作内容，总支近期的工作计划等
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主要议题有：
1，对 2013 年总支和各支部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归纳和小结
2，就 3 月初的党建机制研讨会传达的精神进行学习和理解
3，对一总支各支部，各党小组和党员进行了一次大梳理和信
息更新
4，党费收缴激励机制具体落实进行了部署

参加中智外企三总支联合会议有感

转：一总支书记给各支部书记的电子邮件

3 月 15 日周六，在我们第二党总支领导下，我代表巴马
丹拿党支部参加本次第三党总支第 10 次会议，感到十分荣
幸。此次会议就过去的一年甚至几年的工作成果做了清晰的汇
报和概括；提出了外企党员工作的普遍问题和难题；展示了第
三总支的探索成果等。这给我支部工作带来深刻的启发，结合
我党支部情况以及尚书记的意见，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三党总支建立了组织结构，方便党员管理工作，
且清晰公开。并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提供机会，使管理工作具
有延续性。我们会逐渐在支部中建立构架，我支部党员人数不
多，部分虽分散但工作地点相对集中，因此可以利用工作之
余，随时能了解各同志的情况。
其次，会议讨论提到党支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几个现实问
题，如：如何收缴党费；展开支部活动经费来源；参与积极性
等常见问题。如何能不用增加同志们额外费用，又能提高参与
人数。我认为结合我支部情况，可以针对注册职业考试主题组
织活动；利用公司一年两次的春秋游活动联络党员感情；通过
了解党员共同兴趣爱好，组织一些轻松加压的活动；积极联系
相关行业党支部发展活动。这样既能将党员的工作和党活动紧
密联系起来，也不用增加同志额外费用。
此前中智党员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我司很多党外的同志参
加，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联系党员的关系更能在工作和生
活中相互帮助，并且为要加入党组织的同事提供帮助和一个发
展自己的平台，能给更多同事机会，活跃我们党内气氛。
最后，关于在党总支内进行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激励工作的
展开。此项目有益于党总支的发展及维系，对党员党性的培养
具有重要意义。我党支部
党员乐意积极参与《中智
先锋快讯》的投稿 ，以各
种方式将活动中的情况和
体会反应到组织上。
总的来说这次二总支
对我们提出的期望和三总
支带来的经验，都给我们
很多发展的空间，希望一
些想法在日后工作中得以
实现。
图片说明：于 3 月 21 日我支部三位
党员齐聚公司春茗晚会 共迎新年。

党内报告 注意保存

5，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支部工作和活动，提高积极性主动
性
6，埃克森美孚支部两位预备党员的转正表决
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在进行充分的讨论
和意见交换后，生成了最新的一总支/支部/党员信息数据
库，为后续非在职党员梳理和党费收缴工作打好了基础，
会议的另一项成果是我们对原有的《一总支支部书记工作
手册》进行了改动和更新，内容更充实，对支部书记工作
上的引导更具体，更具操作性，希望能实实在在地成为支
部书记工作中的好帮手。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个多小时，当会议结束走出大
楼，还沉浸在刚才热烈讨论中的我们，才发现已是月上中
天，夜深人静时分。
一总支书记 曹玮琼 供稿

巴马丹拿支部刘梦园 供稿

Dear all,
向各位通报，3 月初党委组织外企总支书记们召开了党
建机制研讨会。
其中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委关于党费收缴激励的草案，对
群众路线教育工作进行了布置，同时对党员发展工作程序
做了一定的补充。
在会上，一总支还获得了《中智先锋快讯》先进组织
奖，请见所附奖项图片。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工
作布置，总支进行了进一步
的学习和沟通。
现将我们最新版的《一总
支支部书记工作手册》发给
大家， 主要添加和更新了以
下内容：
1.
添加了党员了解党建
活动信息的渠道，从原来的
3 个增加到了 5 个；
2.添加了由支部统一收缴党费，同时需将名单抄送总支的
工作流程；
3.明确了自 2014 年开始，支部收缴党费的 7%将用来奖励，
用于支部组织活动时使用；
4.添加了支部组织活动如何申请活动经费的具体流程；
5.更新了原有的党员发展流程和相关文件。
由于党员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和长期的过程，具体文件我
们将放在一总支公共邮箱的网盘，供各位参考。
埃克森美孚支部，在党委和总支的协助和支持下，经过 3
年的细致工作，刚刚完成了两位新党员的转正。
恭喜他们，也感谢支部书记李博玉和翟静的卓越的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党费收缴，我们接下来会与您们联系，就党
费收缴和激励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和说明。
另外，到现在为止，我们已有 6 个支部 40 位党员报名参加
清明龙华活动，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支部，请在下周三 4/2 中午以前上报。
5 月中智慈善跑也将和往常一样开展，希望有更多支部和党
员加入我们哦。
Best Regards,
Candie Cao
2014 年 3 月 28 日 11:31

中智先锋网：http://xianfeng.ciic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