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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校党委统一部署，医院“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9月
开始，11月底基本结束。开展好主
题教育，对于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
向深入，推动医院高水平大学附属
医院和高水平三甲医院建设、服务
江苏和镇江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9月23日下午，医院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
会。党委书记尹志国作动员讲话，
对全院主题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医
院各党总支书记、党群口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意见》（中发〔2019〕19 号）、中央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 指 导 意 见》（教 组 发〔2019〕24
号）、中共江苏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关于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苏
教组发〔2019〕20号），以及《江苏大
学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江大委发

〔2019〕64号），医院党委制定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动员部署会上，尹志国就医院
如何开展主题教育强调指出：一要
聚焦主题主线，准确把握总体要
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省委有关
文件要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根本任务，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
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
抓整改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
使主题教育真正成为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领航工程、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基
础工程、密切联系服务职工和学生
的民心工程、推动医院高水平大学

附属医院和高水平三甲医院建设、
服务江苏和镇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工程。二要突出重点对象，抓好领
导班子主题教育。医院将按照中央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抓好第一
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教
组发〔2019〕4 号）精神，根据《江苏
大学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要求，抓
好四项重点措施落实，确保取得实
效。三要抓实基层支部，认真组织
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处级领导干
部之外的党员参加主题教育，要充
分发挥党支部的主体作用，认真落
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以支部为单位，结合“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依托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进行。四
要分级分类指导，增强主题教育针
对性精准性。主题教育坚持从实际
出发，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对象特
点，科学合理作出安排，把握主题教
育重点和着力点，改进组织指导方
式，强化组织程度，保证学习教育全
覆盖，不搞一刀切、一锅煮，增强主
题教育效果。要着眼于推动解决医

院改革发展稳定突出问题和职工急
难愁盼问题等开展主题教育。五要
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效果。压实领导责任，院党委、各党
总支（直属党支部）、基层党支部是
抓好主题教育的责任主体；加强督
促指导，医院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将
从严从实加强主题教育的督促指
导，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
性、潜在性问题，推动中央精神、省
委、学校党委和医院党委要求落地
见效；强化跟踪问效，用好第一批主
题教育过程评价、跟踪问效经验做
法，注意听取群众评价反映，坚持过
程评估和结果评估；注重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院报、网络等主流媒体和
新兴媒体作用，多渠道立体式深入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
入宣传党中央、省委和学校党委部
署要求，及时反映工作进展情况和
实际成效；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
育同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结
合起来，同深化思想解放结合起来，
同落实重点工作结合起来，防止“两
张皮”。

有着近十年发展历程的江苏江滨医疗集团，积
极顺应新形势要求，践行新发展理念，奋力开启构
建区域协作医疗联合体的新征程，为推动全市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又增添了新动力。9月4日上
午，江苏江滨医疗集团成员大会暨第三届一次理事
会顺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江滨集团理事会章
程，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

市委常委、副市长、政法委书记、市医管委主任
许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为新当选的集团理事长陈德
玉、集团监事长兰登明颁发了聘书，对下一步集团
建设发展提出要求。江苏大学副校长梅强代表江
苏大学讲话，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市医管办主
任胡云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赵峰参加会议，
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毅主持会议。

许市长讲话时指出，近两年来，国家和省对建
设医疗联合体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我市正
在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先后召开市医管委
会议，召开市医疗集团成员大会，启动实体化运
行。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江滨集团法人治理结构
调整到位，两大医疗集团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城
市医联体战略布局初步实现。

围绕集团作用发挥，许市长要求要健全“三个
体系”：一是健全法人治理体系。依照章程职责权
限，依法依规行使职权，抓紧完善组织架构，理顺与
集团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权责关系，推动集
团高效运转。集团理事会要在市医管委领导下，加
强对集团发展规划、医院建设、专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等重大事项的研究决策，推动集团经营发展科学
化。监事会要发挥积极作用，为集团发展把好关、
守好门，确保集团运营合理合规。二是健全分级诊
疗体系。希望新一届集团理事会把做实分级诊疗
作为首要任务，以契约合作为纽带，健全共赢发展
机制，统一实施集团卫生信息化、资源配置、优质护
理、社区卫生网格化管理、后勤社会化等工作，推动
集团内部价值趋同、理念相合、步调一致，真正把集
团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接成命运共同体。三
是健全多元共治体系。各级各部门统一思想、集聚
资源、凝聚合力，按照惠书记提出的“政府能承受、
百姓得实惠、医院保运转”原则，按照有利于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有利于全市整体医疗水平的
提升、有利于保障医保基金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营等

“三个有利于”的改革思路，完善多元共治的治理格
局。市医管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市卫健委要加强行
业管理，江滨医疗集团要积极主动作为，研深吃透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三级医院绩效考核、完善
分级诊疗机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精神，全面落
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推动各项医改任务有
效落实。

梅强副校长代表江苏大学对镇江市医管委关
心江苏江滨医疗集团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
出，作为江苏江滨医疗集团的牵头医院，附属医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康”理
念（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响应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建设“健康镇
江”，为医联体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财力，不负所望。7 月份，江
苏省医院协会已决定由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牵头组建医联体建设管理委员会，这
也是为数不不多的宁外医疗机构牵头成立的专业委员会。而江滨医疗集团各
成员单位也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功能定位，充分发挥了人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担当了医疗服务的社会责任，履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职业精神。新时期、新希望、新征程、新作为，他希望江苏江滨医疗集团要
有形散神不散的思想高度，聚力发展，通过实现发展方式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将江苏江滨医
疗集团发展成为立足镇江、服务江苏的医学基地，最大程度的做到便民、惠民、
利民，为生命健康产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江瑞康医院、江大附院三位负责人表
态发言时，一致表示要在新一届理事会领导下，聚焦提升能力，加强技术协同，
强化优势互补，推动特色发展，坚定信心，保持耐心，携手奋进，整装待发。

市公立医院管委会全体成员，江大附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江滨医疗集团
其他成员医院主要领导，协议加入的社区卫生机构负责人，江滨医疗集团第三
届理事会、监事会候选成员，市卫健委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江滨集团成员大会结束以后，集团理事会召开了第三届一次会议。

山河壮美、繁花似海,祖国华
章、美好时代。为迎接祖国 70 华
诞，9月29日下午，一场由院工会主
办，全院职工精心筹备的“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歌颂新时代”暨江大
附院庆祝建国 70 周年诗歌朗诵会
在门诊大厅拉开帷幕。用声音致
敬70年，携手礼赞新中国！

院长陈德玉为活动致辞：“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江大附院
儿女为祖国母亲献上心中的最美
的诗歌，抒发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祝
福，许下江大附院人接续奋斗的铿

锵誓言。在实现健康中国伟大梦
想的征程中，江大附院人将不忘医
者初心，坚守医者仁心、修炼医者
匠心，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再立新功！”

党委书记尹志国说：“我们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历程，可以讲，
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
进的历程。医院广大职工以诗歌
朗诵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的沧桑巨变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这
既是附院职工对伟大、光荣、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
由衷礼赞，同时也是我们医院党委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

活动尾声，全场挥动五星红
旗，唱响《歌词祖国》，爱国之情蔓
延至全场每一个人，活动呈现出最
令人澎湃的高光时刻。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附院人将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不
断奋斗！

医院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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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践行““四重四亮四重四亮””，，感受传承的力量感受传承的力量！！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一样的身份、一样的信念！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祖国母亲70华诞在即，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在各处唱响，爱党爱国的炙热情感
在歌声中流淌。

9月25日下午，医院“四重四亮”主题党日活动中，这样的情感在离退休老党员、
学生党员之间交融升华。

这场由离退休党总支、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党总支组织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之“传承爱党爱国情，砥砺奋进新时代”四重四亮主题党日活
动，共计有数十位离退休老党员、51名学生党员、部分党员职工代表参与其中。医院
党委书记尹志国，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殷朝峰，副院长袁国跃参加活动。

儿科顾兆坤主任，医院老党员专
家代表，今年已经 80 岁高龄。他从
事儿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五十多
年，是我们镇江市著名儿科专家、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面对鲜红的党旗，高举右
拳，字字铿锵，重温入党誓词。
重温的意义在于与时俱进，在于
恪守承诺。初心不忘，使命在
肩。无论未来面对什么样的困
难、什么样的诱惑，我们都将始
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党员，
始终牢记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添
彩。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经历，
却有着一样的身份，
一样的信念。
祖国70华诞在即，
离退休党总支和学生党总支的新老

党员，
通过经典诵读，
一同抒发对祖国的深情。

最后，全场高
唱《歌唱祖国》，共
祝亲爱的祖国永
远前程似锦、繁荣
昌盛！

讲述的力量 93岁老书记
上珍贵党课

现年93岁高龄的丛慧琴，是
我院原党委副书记，她于1945年
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 3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尽管走路已经有些吃力，但
她还是在同事的搀扶下坚持来
到了活动现场，用铿锵有力的声
音为大家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很小的时候，
妹妹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
父亲也被打的半死。
那时起，
为祖国而奋斗终身的信念便植

入心里。
后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医院工作，

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
我希望在座的青年，
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坚定的理

想信念，
对党忠诚，
对人民负责，
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

量！”

重忆入党经历，重温入党初心，丛书记的这一课带给全场久久不忘的震撼。

初心不忘，使命在肩 80岁党员专家
带领全场重温誓词

追寻奋斗初心 老支部书记
重读入党申请书

入党的初心是什么？使命干
什么？奋斗比什么？是否还记得
自己入党时的心情？是否还记得
当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我院原内科党支部书记、离
退休办公室主任沈建平老师就带
领同学们重温了自己的入党申请
书，她于 198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先后获评镇江市卫生局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江
苏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入党是我们每个党员的政治起
点。

我们重温入党申请书，
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
寻找思想入党、行动入党的本

源，
强化党员宗旨意识，
进一步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场的所有学生党员都拿到自
己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大家在重温时
感慨万分。这一份熨帖人生温度的
入党申请书，饱含着自己的无悔青
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热诚。

践行“四重四亮” 争当新时代奋斗者

听完离退休党总支的前辈带领大
家重忆入党经历、重问入党初心、重温
入党誓词、重读入党志愿书，学生党员
们纷纷表示将按照“党员亮身份、服务
亮承诺、工作亮标准、担当亮作为”的
标准，争当新时代奋斗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不能变、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能变、
廉洁自律的作风不能变、
担当奋斗的勇气不能变。
我们按照“忠诚、干净、担当”要

求，
认真践行“四亮”：
即党员亮身份，
要有所作为，积极联系群众；

服务亮承诺，
要坚守共产党员宣言，
为促进全民健康事业添砖加瓦；
工作亮标准，
要筑牢理想信念，
锤炼道德操守，
增强工作本领；
担当亮作为，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
真正成为新时期名副其实的合格

党员。”
——研究生党支部代表张庄

经典诵读 新老党员共抒爱国情

活动尾声，医院领导和老同
志为所有学生党员赠书：《习近
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希望他们加强学习，不
忘初心来时路，砥砺奋进新征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