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党便函［2021］1号 

中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支部委员会关于发布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小组、各办事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方案》要求，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统一部署，结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实际，制定了《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实施方案》，现发布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认真学习落实。 

 

附件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附件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计划表》 

 

 

                                               

 

                            中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支部委

员会 

                                  2021年 03 月 29 日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附件 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方案》要求，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统一部署，结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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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党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守正创新抓机遇，锐意进取开新局，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二、学习内容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党史学习教育

总结大会精神；深入研读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跟进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最新指示精神，同时学习

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深

入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

党简史》等指定学习材料；用好《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重要参考资

料。 

三、工作安排 

（一）参加范围 

协会全体党员按照统一部署要求参加此次党史学习教育，同时组



 

织非党员人员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 

（二）进度安排 

党史学习教育贯穿 2021 年全年，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贯穿始终，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 

1．动员部署。3 月 24 日上午召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部署会，对协会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主持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陈资全会长作动员讲话，支部书记

宋世琴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具体部署，  

2．学习教育。第一阶段，从动员部署会到“七一”庆祝大会。

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第二阶段，从“七一”

庆祝大会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组织收看庆祝大会

直播，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型主题展览，组织向“七一”

勋章、全国“两优一先”荣誉称号获得者学习等，进一步深化学习教

育。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到总结大会。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同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引导党员更好地用党

中央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推动协会持续健康发展。 

3．做好总结。组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员认真学习党史学习教

育总结大会精神，并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部安

排，对协会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总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形成长效机制、发挥长效作用。 

四、学习方式 

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

突出协会特点，确保学习质量和效果。 

（一）把潜心自学作为重要基点。引导党员静下心来认真自学，



 

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定学习材料，用好其他参考

材料。同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真学、细学、深学，坚持边学习边思考边总结，做到常学常

新、常思常悟、常研常得。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为每名党员配发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

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学习资料。党小组定期组织 4 本学习资料的学

习，做到小组与自学相结合，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 

（二）高质量开展专题学习。在党员自学为主的基础上，紧紧围

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精神，围

绕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围绕学习百年党史，采取集中读书、

“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的集中学习活动。“七一”前后协会党支部书记讲一次专题党课。 

1.副秘书长及以上领导讲党史课 1次； 

2.各办事机构负责人讲实例学习体会 1 次； 

3.党小组长进行学习交流 1次； 

4.青年党员和群众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1 次； 

（三）组织专题培训。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举办的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党支部书记以

上率下，努力在学党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方面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积极参加 2021 年行业协会商会党员示范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和青年骨干培训等。就近就便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现场教学，组织

党员瞻仰参观革命遗址遗迹、革命博物馆、纪念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支部工作 APP 等，开展

在线培训和学习交流。 

（四）开展实践活动。将“发挥行业优势、利用行业资源、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事”实践活动贯穿全年。组织党员结合协会实际和特点，

立足做好本职工作，提出项目清单，着力推动解决会员单位和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用实际行动展示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良好风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基层为会员办实

事： 

1．提高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 

2．妇幼保健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3．解决妇女、儿童健康需求的难点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4．给职工解决实际问题  

5．为协会服务发展办实事 

6．庆祝建党 100 周年，联学联建系列活动。 

（五）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七一”前后，召开一次专题组织

生活会，协会党员负责人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小组专题组织生

活会。 

五、组织领导 

（一）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组  长：陈资全 

副组长：于小千、宋世琴 

成  员：王玲、宫露霞、马守玉、王晓勤、黎频 

（二）成立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 

主  任：宋世琴 

副主任：黎频、张立英 

成  员：李林、张冰 、赵原卉、李寒思、 丛培丽 、罗俊雄、

王芸 

（三）落实主体责任。 

1、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支部书记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职

责，负责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2、分管副秘书长、支部委员、党小组长要具体抓，办事机构要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一把手抓总、合力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3、党史学习教育方案制定、会议布置动员和总结撰写与中央和

国家机关督导组联系、报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的信息。（党史学

习教育办公室） 

4、党史学习教育全程工作进度监督落实、考核。（监事会） 



 

（四）做好统筹兼顾 

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结合起来，

与推动协会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

防止“两张皮”。引导激励党员把党史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

情和奋斗精神，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担当使命的实际行动。 

（五）加强宣传引导（宣传办公室） 

通过简报、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及时报道协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情况,宣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协会要及时向旗帜网报

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的信息。及时发现并总结宣传身边党员的先

进事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形成学先进、当先进的良好风尚。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计划表》 

时间 学习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3月 24 
1.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2.传达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1.会长 陈资全、副会长、支部书记宋世琴 

2.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 

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于小千 

4月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会长 陈资全  
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于小千  

4月 党史实例演讲 办公室主任兼分支机构办公室主任  张冰 
党群办公室主任 
支委  黎频 

4月  掀起土地革命风暴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5月 党史实例演讲 党群办公室主任、支委  黎频 财务部主任 
支委 张立英 

5月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副会长、支部书记宋世琴  
副秘书长   
王玲  

5月 党史实例演讲 财务部主任、支委 张立英 
办公室主任兼分
支机构办公室 
主任  张冰 

5月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终身荣誉副会长  庞汝彦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6月 党史实例演讲 项目办主任   赵原卉 
会员部主任  
李寒思 

6月 青年党员和职工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组织人：分支机构办公室副主任 王芸、办公室主管  罗俊雄 

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副秘书长  王玲  
副秘书长    
王晓勤  

6月 党史实例演讲 会员部主任  李寒思 
项目办主任    
赵原卉 

7月 组织观看庆祝建党 100实况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时间 学习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7月 召开组织生活会、重温入党誓词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7月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  副秘书长   宫露霞  
副秘书长    
马守玉  

7月 党史实例演讲 宣传部主任  丛培丽 
会员部主任   
李寒思 

8月  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副秘书长   王晓勤  
副秘书长    
宫露霞  

8月 党史实例演讲 继教部主任  王锡萍 
分支机构办公室 
副主任 王芸 

8月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世纪  副秘书长   马守玉  监 事 长  李 林  

8月 党史实例演讲 互联网与产业办主任  金磊 
互联网与产业办
副主任 邵凤云 

9月  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监 事 长  李 林  
副秘书长    
马守玉  

9月 党史实例演讲 互联网与产业办副主任 邵凤云 
互联网与产业办
主任  金磊 

10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终身荣誉副会长  李长明  
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于小千  

10月  党史实例演讲 互联网与产业办副主任  陈颖虎 
互联网与产业办
主任  金磊 

11月 传达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于小千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12月 传达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精神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 于小千 

12月 组织协会党史学习教育总结表彰大会 副会长、支部书记 宋世琴 
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 于小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