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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我校召开党外人士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 

11 月 29 日下午 3 时，校党委统战部在研
究生院二楼会议室举办党外人士培训班。校党
委副书记侯洁同志结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推动我校“双一流”建设及高水平研究型医科
大学进行了辅导宣讲；民盟盟员康毅教授作了
题为“身在兵位 胸为帅谋”与大家交流学习心
得，统战部长肖颖主持。 

侯洁副书记梳理了十九大报告的主要内容、
核心要义，全面介绍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
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的丰富内涵、深刻背景、思想精髓和实践要求，
深入阐述了十九大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为党外人士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做了系统
的辅导。同时结合学校“十三五”规划、加强“一流”学科建设，以此为引领提高教
学、科研、医疗等工作水平，高质量做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等实际工作，与大家进行
广泛交流。她要求广大党外知识分子要强化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自身实际，充
分发挥党外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共建高水平医科大
学。 

康毅教授介绍了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体会，并围绕责任担当，提出作为一名当代
知识分子要以黄大年、南怀东、朱宪彝为榜样，主动适应新时代节奏、把握新时代脉
搏、跟紧新时代步伐，做好本职工作。还就自身建设方面，以自己的工作实际，与大
家交流经验和做法。 

培训班达到了相互学习、相互启发、
相互提升的目的。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学
习领会十九大精神，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立足本岗，干事创
业，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责，与党同心
同向，聚力新征程，为学校的各项事业
发展，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多做贡
献。 

来自学校民盟、民进、九三学社、
农工党、致公党，无党派人士和侨联、
知联会 40 余人参加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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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向行  聚力新征程 
——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2017年 10月 30日民盟天津医科大学基层委员

会召开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学习座谈会。主委杨洁

教授特邀康毅老师作“同心同向行聚力新征程”主

题讲座。着重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两个阶段的战略部署，

通过学习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

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使盟员深刻感受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烈

的使命担当。座谈会还结合开展民主党派学习黄大年

活动要求，以黄大年、南仁东、朱宪彝等知识界中国

脊梁为榜样，希望广大盟员努力成为具有家国情怀的

新时代知识分子。 

10月 30日中

午，中国致公党天

津医科大学支部召

开专题会议，集中

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精神。支部主委

张清教授主持了会议，朱泽教授就“十九大”报告

精神进行介绍。 

11月 10日，致公党和平区医大总医院支部全

体成员组织学习“十九大”报告。 

11月 9日,天津医科大学侨联组织侨联委员及部

分新老归侨、侨眷召开专题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主题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11月 17 日，民进市委会在市政协俱乐部举办

2017年新会员培训班和学习“十九大”精神报告，民

进医科大学委员会

四名新会员参加培

训。 

11月 17日，九三学社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支社

开展了学习十九大动员会，支社主委、总医院空港医

院副院长张鹏组织学习并作重点发言。他号召大家要

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落在实处，重点在于将指示精神和办院方针、

学科建设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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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盟医大委员会荣获民盟中央颁发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 民进市委会授予民进医大委员会校本部支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 九三学社医大委员会获“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开展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 致公党中央授予致公党医大总医院支部“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 民盟孙保存、康毅获得民盟中央颁发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 民盟康毅荣获民盟中央颁发表彰“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 民盟陈军、邢军、艾玎、石磊荣获民盟市委会颁发的“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民盟石磊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作为第三完成人荣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民进安学宇荣获民进市委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九三汤乃军获“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称号 

★ 九三张晓敏荣获 2017 年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称号 

★ 农工党毕道濯荣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 农工党于春水、民革徐勇荣获“第十届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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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5 日，九三学社天津医科大学
委员会以“践行十九大精神 警民共建进基层”为
主题，组织医学专家到公安和平分局劝业场派出
所开展义诊活动，为一线民警进行健康检查和咨
询服务，受到民警热烈欢迎。九三学社的专家耐
心细致的为干警进行健康医疗咨询和指导，派出
所王海东所长表示通过义诊，提高了公安民警的
卫生保健、防病治病意识，并多次代表全体干警
表示感谢！  

九三学社市委会非常重视此次义诊，董知之部长亲临现场，高度赞扬专家们的奉
献精神、并对公安干警表示崇高的敬意。天津医科大学党委统战部肖颖部长充分肯定
了这次活动的意义，激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普及健康知识，惠及更多的民众。 

2017 年 11 月 16 日，民进医科大学委员会牵手和平区三盛里社区举行“共建健康
社区”授牌仪式，民进市委会秘书长刘晓琴、民进
市委会社会服务部部长邓凤臣、中共医科大学党委
统战部部长肖颖，五大道街党工委副书记钟建民、
民进医科大学委员会主委菅喜岐、副主委安学宇、
五大道街三盛里社区书记、主任王贵民、部分民进
会员和三盛里社区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三盛里社
区副主任李学超主持会议。这是民进医大委员会建
立的第二家共建基地 

2017 年 11 月 20 日，天津医科大学知联会在主楼小报告厅组织知联会成员学习党
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并举办首次学术沙龙活动。邀请民盟盟员康毅老师为知联会成员
解读十九大精神，从多层面、多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详细
的阐释。知联会成员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做好本职工作，凝心聚力为学校发展
贡献力量。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知联会
会长刘喆教授，第二医院医务部副主任陈康寅
博士，生理与病生理系艾玎教授，总医院普通
外科胃肠专科、空港院区综合外科主任戚峰教
授，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胡立志教授，分
别就自身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与大家进行
学术交流。大家畅所欲言，对所关注的问题进
行讨论，气氛非常活跃，大家在思想和专业的积极互动中增进了解和感情。学校党委
统战部肖颖、董华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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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天津医科大学侨联在基础医学

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天津市侨联涉侨法

律服务工作站”授牌仪式。受市侨务办公室委

托，在我校建立“涉侨法律服务工作站”，天

津益建律师事务所安竹律师、天津佳德恒时律

师事务所续宏帆律师将为我校归侨侨眷和华侨

华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在维护侨合法

权益方面搭建了一个更加便捷的服务平台，也

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乡创新创业提供了法律保障。仪式后，与会人员与两位律师进

行了现场交流。 

校党委统战部董华副部长、医大侨联委员和部分海外留学人员、归侨侨眷参加

了授牌仪式。 

10 月 31 日民盟医大口腔支部主委、

医大口腔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李宏捷

副教授，前往南开区川府新村小学，利

用学生休息时间，为全校学生做了如何

预防儿童龋齿和口腔保健知识讲座，受

到学校领导和师生的热烈欢迎。  

9 月 21 日下午，民进医科大学委员

会赴天津第三中学，举办《手足口病防

控知识》讲座。手的卫生与我们的健康

密切相关，怎样保持手的卫生，减少疾病非常重要。公卫学院的高娜老师用生动形

象的语言和图片介绍了手足口病的感染渠道、症状以及预防措施。通过讲解与示范，

使学生懂得保持手的卫生的重要性，养成饭前便后要洗手，经常剪指甲，保持手清

洁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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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大新一届民主党派市委会委员 
 

 

 

 

 

 

 

 

 

 

 

 

 

我校市政协委员获得的市级优秀提案 
 

                                                          

 
 

 

 

 
 

民革市委会：  赵  文 
民盟市委会：  杨  洁（常委）、郑  芳、陈  军 
民进市委会：  菅喜岐（常委） 
农工党市委会：段宏泉（常委）、刘长山（常委）、 

岳树源（常委）、郑宝忠、徐文贵 
致公党市委会：张国静 
九三学社市委会：孙丰源（副主委）、孔大陆（常委）、

汤乃军、张 鹏、张 瑾、魏殿军 
 

《关于整顿天津市机动三轮车的建议》 
校本部 段宏泉 

《关于将医疗纠纷完全转到医院外解决的建议》     
第二医院 黄永望 

《关于医保报销额度向高龄患者倾斜的建议》 
总医院 林耀庚 

《关于加强助产士队伍建设》     肿瘤医院 刘红                        
《关于上好体育课，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建议》和
《关于加强学校体育事故立法，保障学校体育教学活动   

正常开展的建议》             校本部 王家仲  
《关于亟需构建正规的房屋、电梯保养维修机构的建 

议》                         代谢病医院 张宏 
《关于给步行者安全通过斑马线时间的建议》 

校本部  菅喜岐 
《关于为我市综合医院减负的建议》 

第二医院 刘长山  
《关于在我市医疗领域实施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 

建议》                       肿瘤医院 王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