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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理学院离退休工作处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学习交流】 

◆退休党员参加中共四川文理学院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离退休工作处召开解读《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会议 

◆离退休工作处召开“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座谈会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解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会议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组织生活会 

【活动风采】  

◆学校举行团拜活动欢度重阳节 

◆离退休工作处开展老年人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 

◆离退休教职工赴重庆涪陵区调研农村改革成果 

◆我校退休教职工参加 2018年四川省高校老年文体活动 

【帮扶慰问】 

◆离退休工作处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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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 

 

退休党员参加中共四川文理学院委员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 

 

9 月 19 至 21 日，学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四川文理学院

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4 名退休老党员参加了会议。与会

退休党员包含 8 名正式党代表，6 名列席人员。 

大会全面总结了学校升本以来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取

得的成绩，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和

“1234”战略部署，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内涵建设、发展

质量、突出特色的新举措。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文理学

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会上，代表们认真审议党委工作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

踊跃发言，积极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代表们结合自

己的亲身经历，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畅谈学校的办学

历史、发展变化，对学校未的发展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代表们认为，此次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是一次

统一思想的大会，是一次鼓舞人心、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

次动员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师生员工再立新

功、再创辉煌的大会。他们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继续传递

正能量，为学校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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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处召开解读《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会议 

 

《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为深入学习贯彻《条例》，

依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落实老年优待政策， 10 月 17 日，

离退休工作处组织近 60 名长住达州的离退休教职工召开了

解读《条例》的专题会议，会议由离退休工作处处长郑静主

持并解读《条例》主要内容。 

会上，郑静领学了《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解

读其条例的新理念、新内涵、新规定。重点讲解了老年人错

峰旅游免收门票、就诊看病享受优先服务、父母住院子女可

请护理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主要内容。希望老同志要增

强法治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到学以致用，做一个

知法守法用法的好公民。 

另外，传达了四川省教育年会、学校第一次党代会、学

校安全工作会的主要内容，布置离退休工作处近期的主要工

作。 

 

离退休工作处召开“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座谈会 

10 月 30 日，我校离退休工作处在南坝校区多功能活动

室组织开展“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纪念改革开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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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离退休工作处长郑静主持，50 余名达

州片区的离退休教职工参加了座谈。 

在场离退休教职工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

与变化感慨颇多，他们以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受益

者的身份分别就科技、教育、交通、民生、环境、经济、反

腐、国防、外交等方面做了发言。他们说，我国改革开放之

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归根结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纷纷表示要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支持改革开放。 

最后，郑静总结说，我们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坚定

理想信念，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充分

发挥正能量，为学校实现全面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解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会议 

 

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提高离退休党员的政治

素质，增强党性观念， 10 月 30 日，离退休党总支召开了解

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会议。会议由离退休工作处处长郑静主

持。30 余名长住达州的离退休党员及部门在职党员参加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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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首先，郑静提纲挈领讲解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中坚定理想信念、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

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等 7方面的内容，详细解读了《准

则》中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保持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 3 部分内容。 

其次，郑静简要说明了修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时代背景、现实意义以及修改内容

等情况，重点解读了《条例》中的亮点部分，即：一个思想、

二个坚决维护、三个重点、四个意识形态、五处纪法衔接、

六个从严、七个有之、八种典型违纪行为。 

最后，结合离退休党员实际，郑静对全体党员提出了几

点要求：一是，全体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党章党

规党纪意识，做到讲规矩、守纪律，知敬畏、存戒惧。二是，

做到理想常在，思想常新，充分发挥政治、智力、实践经验

丰富等优势，力所能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余热。三是，

珍惜生命，关注健康，强身健体，尽量减少家庭和社会负担，

当好幸福家庭的引领者、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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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总支召开组织生活会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上午，离退休党总支组织了近 40 名

长住达州的党员在南坝校区老年多功能活动室召开了组织

生活会。会议主题，一是学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等 3 名

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二是讨论部门新入职的中共预备党员

薄珍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事宜。会议由离退休党总支书记张

忠主持。 

首先，张忠领学了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等 3 名共产党

员的先进事迹，他说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位同志面对台

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

壮烈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

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他希望广大党员，自觉加强学习，践

行三位烈士的优秀品格，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起到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为学校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随后，按照中共预备党员转正的相关要求做好了部门新

入职的中共预备党员薄珍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相关工作。 

最后，部分老党员围绕学校发展和离退休工作，提出了

一些合理化意见和建议，为今后开展离退休工作指明了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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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风采】 

 

学校举行团拜活动欢度重阳节 

 

10 月 17 日，学校组织 60 余名达州片区的离退休教职工

举行敬老爱老欢度重阳节活动。党委副书记、校长刁永锋出

席活动并讲话，党委副书记侯忠明主持。  

团拜活动上，刁永锋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我校的离退

休教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同时通报了学校近期

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学校历来高度重视离退休

工作，非常关心、关爱我们的老同志，今年学校发布了重阳

节慰问信，为老同志送祝福送问候，充分肯定老同志对我校

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成绩。他还说，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党代

会，提出了“三步走”战略规划和“1234”总体部署。他希

望广大的离退休老同志在颐养天年、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

既往发挥余热，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老师

们听了刁校长的讲话，非常激动，倍感鼓舞，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学校对老同志的关怀。  

老师们纷纷表示，此次重阳节活动搞得很有意义，简朴

实用，隆重热烈，祝愿学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早日实现把

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奋

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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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办、校办主任涂德祥参加了达州重阳节团拜活

动。成都片区的离退休教职工于 10 月 16 日举行了重阳节庆

祝活动。 

 

离退休工作处开展老年人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 

 

为增强我校离退休教职工的应急救护意识，提高老年人

应对突发急病的处置能力，10 月 30 日，离退休工作处组织

50 余名达州片区的离退休教职工开展了老年人应急救护技

能培训活动。邀请了达州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党支部书

记聂立超和达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中国红十字救护师资

王文静作题为《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走进四川文理学

院的培训活动。 

聂立超首先简要阐述了中国红十字会产生的背景、中国

红十字会的精神和主要的工作内容，随后对常见意外伤害自

救与互救进行了讲解。重点讲解了交通事故、烧烫伤事故和

气道梗阻事故的救护方法、应急处理措施、救护注意事项等

内容，并现场演示了气道梗阻救护的操作方法。讲解期间，

他多次与现场的老师进行互动，并现场解答了老师们的疑

问。 

王文静介绍了老年人常见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脑卒

中、支气管哮喘、癫痫等疾病发病时的主要症状、救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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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方法、救护注意事项等内容。重点讲解了心肺复苏的操

作流程、按压位置、按压手法、按压要点等内容。现场演示

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方法，并邀请老师们进行实践操作，边讲

解边指导。实践操作环节，老师们热情高涨，争先恐后进行

实践操作，希望在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老师们表示，此次

培训很有意义，针对性强，很有实用价值。 

讲座结束，达州市红十字会还向老师们赠送了感冒常用

药物。 

 

离退休教职工赴重庆涪陵区调研农村改革成果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离退休工作处组织 50 余名离

退休教职工赴重庆市涪陵区武陵山镇和白涛镇开展以“我看

改革开放新成就，共享改革成果，体验美好生活”为主题的

农村改革成果调研活动。 

第一天，老师们前往武陵山镇，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

村容村貌、乡风民风等基本情况，重点了解当地生态农业、

旅游业取得的成就，并实地体验了当地农家乐和特色旅游项

目。第二天，老师们来到了位于白涛镇的 816 地下核工程遗

址，了解其建设背景，建设进程以及建筑特色，参观了 104

核发电厂房、101 核反应堆锅底和核反应堆大厅、仪表室、

102 元件储存池以及核工程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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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研，老师们感慨颇多。他们说，现在的社会之所

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靠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全靠改革开放政策好。他们纷纷表示，要

与党同心同行，不忘初心，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保养好身体，

走出家门，感受祖国的发展变化，共享改革成果，体验美好

生活，积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智慧和

力量。 

途中乘车期间，老师们用歌声赞美祖国的繁荣昌盛，点

赞改革开放取得的新成就，表达自己的美好心情。 

 

我校退休教职工参加 2018 年四川省高校老年文体活动 

10 月至 11 月，四川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18 年高等学

校老年文体活动比赛。我校代表队分别参加了乒乓球比赛、

气排球比赛以及摄影技术培训与采风等活动。乒乓球代表队

和气排球代表队均荣获“优秀组织奖”。 

参赛队员本着“安全第一、重在参与、重在快乐、重在

交流、有益健康”的原则，以轻松愉悦的心情参加各项比赛

和培训。在各项比赛中，队员们团结协作，沉着应战，不畏

强手，敢于拼搏，展示出了我校退休教师向上向善，健康快

乐的精神风貌。同时，通过与各兄弟院校的比赛，加强了交

流、切磋了技术、增进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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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比赛于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

共有 37 个代表队参赛。气排球比赛于 11 月 9 日至 11 日，

在西南科技大学举行。 

 

【帮扶慰问】 

 

离退休工作处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 

为了加强与离退休教职工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生

活状况、思想情况以及他们的困难和需求，11 月 14 日至 15

日，离退休工作处开展了入户走访慰问活动。本次入户走访

慰问了 15 人次的高龄、重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 

走访期间，无论是部门领导还是工作人员都与老同志及

其家属进行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生活状况

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认真听取老同志对学校发展和做

好离退休工作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针对老同志提出的问题，

或者现场解答，或者做好记录。 

走访结束，部门人员对本次走访慰问收集的意见和建议

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抓好落实。力争在以后的工作中，进

一步将离退休工作做细做实，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