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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78）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 

领导我们平时常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

斗力、也出干部，这说明团结是何等的重要。其实，团结是

班子建设的重要问题，讲团结是讲政治、顾大局的表现。加

强团结，“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应以身作则，严格要求，

善于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善于团结各方面同志包括与

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善于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

决策，防止和克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和各行其是。每个领

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组织，

对有些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豁达一些，做到严于律己，宽

以待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在合作共事中加深了解，

在相互支持中增进团结，形成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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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收听收看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5 月 22 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在

北京开幕。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高度关注盛会的召开，积极组

织党员干部、职工收听收看会议直播，并结合住房公积金工

作实际谈心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人

民公仆，时刻牢记住房公积金职责所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在本职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5月 22日上午，中心本部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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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上午，提取管理室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5月 22日上午，廉江办事处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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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上午，雷州办事处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5月 22日上午，吴川办事处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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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上午，遂溪办事处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5月 22日上午，徐闻办事处党员、职工收听收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综合科  柯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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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中医医院党办主任李冬春一行到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学习交流 

    5月 28日下午，市第一中医医院党办主任李冬春一行 7

人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学习交流。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邓世亮，副主任程元好，综合科科长王陈红，提取室负责人

黄韧参加交流活动。 

    李冬春同志一行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驻市行政服务中

心提取窗口了解业务办理情况，参观了中心党建文化廊、职

工书屋、党员活动室等，实地了解中心服务工作、党建宣传、

文化建设等情况。 

    随后，双方召开交流座谈会。会上，观看了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参加广东省市直机关第七届“先锋杯”工作技能大赛

展示会作品《用好“四张画像”，打造群众心中期盼的模范

机关》。程元好同志介绍了中心党建工作、业务工作和服务

工作的基本情况及做法。双方就如何进一步做好群众服务工

作、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综合科  梁振庭）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举办住房公积金 

缴存政策业务培训会 

为做好我市住房公积金归集工作，提升工作人员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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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促缴扩面工作能力和系统操作技能，5 月 29 日，中心

在职工书屋举办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培训会，20 多名干部

职工参加了本次培训。 

会上，中心副主任张振勇作动员讲话，介绍了这次培训

的目的和意义，筹集科科长吴兴智、肖鸿飞、曾芳同志作为

本次培训主讲人，从促缴扩面工作的重点难点、系统操作技

巧一一进行详细讲解，并就日常业务工作存在问题进行互动

交流，解惑答疑。 

 

本次培训活动，学习气氛浓厚，紧凑而热烈，参会人员

认真听，用心记。培训会结束后，参加培训人员纷纷表示表

示要努力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实践，更专业、高效、便捷

的服务我市广大缴存单位和职工。 

（筹集科  王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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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学，情暖六一 

在国际“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青

年突击队的青年志愿者们与麻章镇赤岭村委会的领导一同

走访麻章镇迴龙村贫困户，为助学学生送上党和政府的关爱

和节日的祝福。 

5 月 31 日上午，中心青年志愿者为助学的学生开展学习

辅导结束后，给学生送上节日礼物，提前欢度“六一”儿童

节，分享节日蛋糕。 

中心青年志愿者在麻章区开展网格化疫情防控工作期

间，发现有单亲家庭的贫困户学生，在家上网课期间，难以

理解课程的内容，母亲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辅导，学生成绩跟

不上，性格也变得更加内向。针对这种情况，中心青年突击

队组织青年志愿者们实施爱心助学，开展“多对一”的帮扶

助学的形式，利用双休日及休息时间组织队员分批对该学生

提供线上和线下学习辅导，帮助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同时积

极开展陪伴交流、暖心关爱等活动，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克

服生活困难，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将来更好地回报社

会。 

（提取管理室 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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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廉江办事处组织干部职工收听收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5 月 22 日上午 9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

幕。廉江办事处密切关注两会的召开，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职工收听收看会议直播，认真听取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报

告。 
 

 

中国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背景下

召开两会，是向世界发出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

学有效推进的最强音，充分表达了中国态度，展示了中国自

信。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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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既客观总结了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深刻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科学提出了今年的主要目

标任务和应对疫情影响的重大举措，为做好今年工作加满了

油、鼓足了劲。 

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的重要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履职尽责，

强化使命担当，以更加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的干

事劲头、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住房公

积金发展工作再上新台阶。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专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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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由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书记郑建鹏同志

主持，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

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

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

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

险挑战冲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发展

全局高度，深刻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研究运用制度优

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性、精

准的指导性和重大的创新性。 

会议要求，要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深化改

革、健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把握形势、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坚定不移把党中央部署的

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好，为开创广东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作出

应有贡献。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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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办事处召开住房公积金业务推进会 

为进一步加强与业务承办银行的沟通交流，扎实推动住

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5 月 27日，遂溪办事处召开住房公

积金业务推进会。座谈会由遂溪办事处主任黎强主持，建行

遂溪支行、工行遂溪支行、农行遂溪支行、广东南粤银行遂

溪支行、遂溪农商银行、中国银行遂溪支行等 6家业务承办

银行行长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黎强主任通报了 2019 年年度业务承办银行

归集指标的完成情况，宣读了 2020 年年度业务承办银行归

集扩面的指标。业务承办银行对遂溪办事处的住房公积金管

理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遂溪办事处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建议，并就本行在归集业务、贷款业务等的办理情况及

存在的工作问题发言，针对今年市中心下达的目标任务提出

具体的应对措施。    

 

遂溪办事处充分肯定了业务承办银行为住房公积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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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对业务承办银行的支持和配合表

示衷心感谢。同时，针对业务承办银行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答，将采取有效举措落实各业务承办银行提出的意见建

议。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升级改造党员活动室  加强党建阵地建设 

 

为深入开展模范党支部创建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雷州办事处对党员活动室进行升级改

造并正式启用。         

升级改造后的活动室面貌焕然一新，党旗庄严醒目，党

员纪律规定明确，入党誓词、党员权利义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上墙。党员活动室的改造升

级，营造了浓厚党建氛围，有利于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增强了党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雷州办事处 杨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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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园地： 
 

打好团结牌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

硬，比钢还强。”这是大伙高中和大学军训时必定要唱的军

歌。歌曲创作问世于 1943年，至今已有 77年。历久弥珍，

它是吹响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号角，也为全世界法

西斯罪恶势力敲响了丧钟。一首能汇聚磅礴力量、凝聚千万

人心的歌曲，抵过十万雄军。可见，团结的价值意义，民族

大团结的力量有多么雄厚。        

    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历尽沧桑，饱受侵略，苦于战

争，依然屹立不倒，雄居东方，越发强大。为什么？就是因

为我们的民族有根有魂。国难当头，不拧成一股绳，拿起武

器，一致对外，捍卫主权，便会国破家亡，甚至被灭族灭种。

历史证明，一切帝国主义和列强都被击垮，都无法打倒一个

有根有魂的民族。用毛主席的话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现在的一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搞独立的势力，也

是纸老虎，都是痴心妄想，劝他们迷途识返，不然必有灾殃。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革

命先烈白手起家，誓言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勒紧裤腰带

研制“两弹一星”。我们的民族越来越有力量，建三峡、战

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办奥运，实现了“神舟”飞天、“嫦

娥”探月、“蛟龙”入海……这些伟大成就，无不书写着 “人

心齐，泰山移”的壮丽篇章。到现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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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线上，无数医护人员实现“最美逆行”，无数社区工作

者建功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自发捐款捐

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让全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华儿女

的团结一心。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首“和尚挑水”的童谣，大家也再熟悉不过了。为什么和

尚越多，但越没水喝？大家来听听他们的说辞，就知道原因

了。大和尚说他挑水最多，二和尚说新来的应该多干活，小

和尚说年幼身体单薄，白胡子的长老说年老不口渴。这四个

人里面，我最“佩服”长老了，教导弟子“有方”，还能振

振有词、理由充足。 

《之江新语》有句很好的话，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懂团

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希望我们多做利于大局团结

的事，少讲破坏团结的话。 

（遂溪办事处 梁振庭） 

 

 

 

好书我来读 

编者按：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培养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中心定于每月收

集整理干部职工读书记录，供全体干部职工阅。各科室、办

事处于每月底前把读书情况报到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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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我来读——5 月 

阅读者 
阅读 

时间 
书名 作者 

书籍 

来源 
读后感悟 

柯彩容 2020.5 
《同舟 

共进》 

政协广东

省委员会

主管主办 

单位借

阅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方言是流动的文化。 

黄仁广 2020.5 

《中国国

家地理百

科全书》 

张妙弟 

主编 

自行购

买 

了解中国各城市独

特历史人文景观、自

然地理风貌和经济

发展状况 

许燕铭 2020.5 《干法》 稻盛和夫 
电子阅

读 

工作能够锻炼人性、

磨砺心志，是人生中

最尊贵、最重要、最

有价值的行为。 

张东燕 2020.5 

《当我谈

跑步时我

谈些什

么》 

村上春树 
朋友借

阅 

跑步是生活一种态

度，思考和坚持是人

生的必需品。 

梁振庭 2020.5 

《改造我

们的学

习》 

毛泽东 
电子阅

读 

实事求是，是我们应

该有的科学观点和

实践方法。 

雷广平 2020.05 
《文化苦

旅》 
余秋雨 

自行购

买 

凭借山水风物来寻

求文化灵魂和人生

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