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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文件  
 

东大委“2021”25 号 

 ★                             
 

 

关于公布 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
评选结果及开展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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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学年，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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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围绕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力的主线，结合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积极组织开展了大量主题鲜

明、参与度高、活泼生动、成效显著的党日活动，有力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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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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 5 个、二等奖 16

个、三等奖 16 个（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其中‚‘助人〃筑

梦〃铸魂’——‘我们生活在南京’长江生态科普志愿服务

项目‛和‚传承星火之力——助力新县革命老区文旅发展‛2

个党日活动被推荐参加 2020 年度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最佳党

日活动‛优胜奖评选。 

根据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党建工

作实际，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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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党组织要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和党史学习教育的年度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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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制定党日活

动计划，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积极组织实施落实。 

2.各基层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积极开展

党日活动，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增强活动特色，

提高活动吸引力，使广大党员在活动中接受教育、锤炼党性，

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二、参选要求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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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开展的党日活动均可参加评

选。 

2.各基层党组织在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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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将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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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强，联系电话：52090134。 

 

附件：1.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获奖名单 

2.2020-2021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方案推荐表 

3.2020-2021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申报情况汇总表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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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1.“助人·筑梦·铸魂”——“我们生活在南京”长江生态

科普志愿服务项目  

交通学院党委 岩土桥梁硕士生博学党支部、 

岩土桥梁硕士生明德党支部 

2.传承星火之力——助力新县革命老区文旅发展 

建筑学院党委 本科生综合二支部 

3.聚焦价值引领、培育时代新人——土木工程学院课程思政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建设与房地产系党支部、 

建筑工程系党支部、 

桥隧与地下工程系党支部 

4.“让文献说话，坚定抗疫决心”——图书馆“灾难教育”

主题党日活动 

图书馆党总支 

5.“公济天下，卫康为民”——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卫战疫主

题系列党日活动 

公共卫生学院党委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及医疗保险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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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教职工第三党支部 

二等奖 

1.战疫守初心，复兴担使命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通信研究生第四党支部 

2.点亮初心之灯，照亮前行之路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仪科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3.“薪火相传 抗疫有我”——“爱国·抗疫”主题系列党

日活动 

医学院党委  硕士生综合第二党支部、 

硕士生外科学第二党支部、 

硕士生内科学第二党支部 

4.思政导师面对面，党员骨干立担当——“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党日活动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博士研究生至善党支部 

5.众志成城同抗疫，青春聚力勇担当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党委  

高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6.为党育人守初心 携手共建担使命 

机关党委 党委组织部党支部 

7.践行医者使命·助力儿童健康 

附属中大医院党委 外科五支部 

8.多难兴邦，吾辈自强——2020“我与中国同脉搏”系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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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 

电气工程学院党委 硕士第十党支部、 

硕士第十二党支部 

9.感悟初心，延续使命——老一辈东大人事迹寻访活动 

吴健雄学院党总支 第一党支部 

10.“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主题系列党日活动 

能源与环境学院党委 硕士生第 4党支部 

11.不忘初心，疫病无情人有情；牢记使命，抗疫救灾党员

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硕士第五党支部、 

博士第二党支部、 

博士第一党支部、 

硕士第六党支部 

12.保障校园安全 应对风险挑战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化学化工〃善研博士党支部、 

机关党委  保卫处党支部 

13.牢记峥嵘史，涵养爱国情，砥砺报国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数学学院党委 本科生党支部 

14.“弘爱国主义·担家国责任”系列活动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党委 8610党支部 

15.穿越时空的革命文化之旅——红色景观专题研究系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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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 

建筑学院党委 景观硕士生三支部 

16.七十载初心不渝、桥隧人勇担使命，扶贫扶智甘奉献、

“砼”心战疫筑堡垒——“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系列党日活动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桥隧硕士生第一党支部 

三等奖 

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结思想、共克疫情”主题教育

活动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 机械制造硕士第二党支部、 

工业工程/工业设计硕士党支部、 

车辆工程硕士党支部 

2.“乐耕梦想，悦读田园——耕读园”  

艺术学院党委 本科生党支部 

3.寻访红色地理，弘扬革命文化 

自动化学院党委 硕士生检测与导航学科第三党支部 

4.“心连心 云相聚”迎校庆系列活动 

机关党委 

5.“放飞梦想，铭记历史，凝心聚力”党日活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党委   

研究生联合二支部、 

研究生应用一支部 

6.“守初心，担使命 助力抗疫克时艰”系列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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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党委 高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7.“党旗飘飘 初心不改”——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9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 

法学院党委 行政党支部 

8.“抗击疫情党旗红，党员在前做先锋”  

后勤党工委 九龙湖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党支部 

9.战疫一线淬党性 危难时刻显担当——战疫党员讲党课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 建筑设计院党总支 

10.党旗引领，军学共建 

人文学院党委 文史哲本科生党支部、 

政社管本科生党支部 

11.庆祖国七十华诞，赞中国美丽乡村 

物理学院党委 硕士生党支部 

12.永远跟党走 领航新时代 

成贤学院党委 制药与化学工程学院第二党支部 

13.疫中同思筑初心，线上聚力践使命——疫情背景下筑牢

建筑师责任感的系列党日活动 

建筑学院党委 建筑学硕士生八支部 

1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医械小镇产学研交流活动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委 生物电子学党支部、 

生物信息学党支部 

15.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用青春唱响新时代爱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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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硕士研究生金融先锋党支部 

16.青春信仰·至善领航——系列理论学习党日活动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化学化工〃止逊硕士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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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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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学年最佳党日活动 
申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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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盖章）：         党委书记（签名）： 

 

 

 

 

 

 

 

  

 

 东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