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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文件  
 

东大委„2020‟38 号 

 ★                             
 

 

关于公布 2018-2019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
评选结果及开展 2019-2020 学年 
“最佳党日活动”评选的通知 

 
各党工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

委、办，工会、团委：  

2018-2019 学年，各基层党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结

合学校中心工作，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举办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开展了大量主题鲜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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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党日活动，充分发挥了基层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基层党组织认真推荐的基础上，经评审，我校共评选

出“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14 个、三等奖 18

个（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其中“红色大仓再起航——井冈

山大仓村红色遗产的整理、继承与弘扬”和“引航领学,不忘

初心——学生党支部书记讲党课”2 个党日活动被推荐参加

2019 年度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最佳党日活动”评选，获

得 2019 年度高校“最佳党日活动”优胜奖。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指示精神，结合我校党建工

作实际，2019-2020 学年，我校将继续开展“最佳党日活动”

评选。具体要求如下： 

一、活动要求 

1.各基层党组织要按照“聚焦党建、主题突出、形式新颖、

富有实效、参与面广”的要求制定党日活动计划，设计活动

载体并予以实施。 

2.各基层党组织要努力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

活动的吸引力，使广大党员在活动中切实提高能力素质、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单位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参选的要求和办法 

1.2019年 9月至 2020年 8月开展的党日活动均可参加评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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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基层党组织在本单位内组织评选的基础上推荐申

报，推荐名额一般不超过 3 个。 

3.申报工作均须通过组织系统完成，并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将 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方案推荐表、附件

材料、申报情况汇总表各一份报送校党委组织部。联系人：

潘勇涛，联系电话：52090132。 

 

附件：1.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获 

奖名单 

2.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方案推荐表 

3.2019-2020学年“最佳党日活动”申报情况汇总表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 

                                2020年 6月 30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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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2019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  
获奖名单 

 

一等奖 

1.红色大仓再起航——井冈山大仓村红色遗产的整理、继承与弘扬 

建筑学院党委 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2.引航领学,不忘初心——学生党支部书记讲党课 

交通学院党委 15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18级本科生党支部 

3.学思践悟 砥砺前行 激发使命担当——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系列

党日活动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2018级硕士第四党支部 

4.“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人文学院党委 本科生低年级党支部 

5.青春脉搏 致电中国——2019 纪念建国七十周年大型专题党日活

动 

电气工程学院党委 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6.“政治生日守初心、廉洁廉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机关党委 纪委监察处党支部 

法学院党委 18级法学硕士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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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守初心，担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18硕士通信党支部 

2.“数”学党史，体悟中华 

数学学院党委 2018级硕士生党支部 

3.青春有我，芯中有党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党委 本科生党支部 

4.献礼建国 70周年，坚守匠心，放飞中国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党委 

研究生影像支部、研究生应用一支部、研究生联合二支部 

5.彩云至南——培育脱贫内生动力系列党日活动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 建筑设计院党总支 

6.“不忘初心，砥砺奋斗”主题系列党日活动 

能源与环境学院党委 18级硕士生 1党支部 

18级硕士生 4党支部 

7.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砥砺前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18级硕士第二党支部 

 18级硕士第一党支部 

8.健康所系，薪火相传——90后对话“90”后系列党日活动 

医学院党委 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退休教工党支部 

9.“风雨七十年，建功在未来”系列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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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院党委 18级硕士第二党支部 

10.忆年代红色家书，品当代点滴幸福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18级硕士第三支部 

11.情系网安，心怀家国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党委 18级硕士第一党支部 

12.见微知著，金句共读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委 硕士 183&184党支部 

13.传承初心使命，砥砺奋进前行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本科生低年级党支部 

14.新时代，新青年，新党员 

吴健雄学院党总支 第一党支部 

 

三等奖 

1.书香作引，立身明志 

物理学院党委 2018级硕士生党支部 

2.探寻前人遗迹，追溯学院渊源 

艺术学院党委 2017级硕士党支部 

3.我与世界的对白 

成贤学院党委 经济管理学院国贸党支部 

4.70载峥嵘岁月，与中国梦同行 

后勤党工委 机关支部 

5.薪火相传，筑梦未来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本科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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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给新生上团课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 本科生二支部 

7.薪火相传青年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党委 18级 ASIC中心硕士生党支部 

18级 APC硕士生党支部 

8.不忘初心，立足交通，做合格党员 

苏州校区党委 2018级交通运输学生党支部 

9.筑梦南华 

物理学院党委 院机关党支部 

本科生党支部 

机关党委 党委办公室党委统战部支部 

10.“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党日活动——做一个有

知识、有见识、有担当的新时代法律人 

法学院党委 2017级法学硕士党支部 

11.系统健身促健康 

体育系党总支 研究生党支部 

12.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五四精神永存我心 

成贤学院党委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第一党支部 

13.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本科生党支部 

学办党支部 

14.传承红色文化，争做“一带一路”先锋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本科生 2015级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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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是党员，献礼祖国”系列党日活动 

自动化学院党委 17级硕士 3支部 

16.新时代〃心关怀——庆祝建国 70周年心理健康主题系列党日活

动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18级硕士第一支部 

17.“不忘革命路，重走长征桥”主题党日活动 

交通学院党委 18级本科生党支部 

17级本科生党支部 

18.弘扬“雨花精神”党日活动 

机关党委 校办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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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方案 
推荐表 

党日活动名称  

党组织详细名称  

党组织负责人  党员数  

参加活动党员数  参加活动人数  

活

动

方

案 

一、活动主题与设计思路 

二、具体组织与实施过程 

三、活动特色及主要成效 

四、经验与启示 

（不超过3000字） 

 

基

层

党

委

意

见 

 

 

 

 

   年   月   日 

学

校

党

委

意

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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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申报情况 
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党委书记（签名）： 

 

 

 

 

 

 

 

 

  

基层党委 党支部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摘要（200字

以内） 

申报顺序 

     

     

     

 

 东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