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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文件 
 

 

沪工程委〔2019〕19号 

 

 

关于印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 

主题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机关部处、直属单位、学

院（部、中心）：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的活动要求，组织开展好“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爱

国主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生动实践、伟大成就，进一步激励广大师生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在各单位征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上海解放 70周年主

题活动方案的基础上，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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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本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附件：1.“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活动

方案 

2.各部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

主题活动一览表 

 

 

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   

2019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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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 

主题活动方案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组织开展

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活动，对于唱

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激励斗志、鼓舞士气、

凝聚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

放 70周年的活动要求，组织开展好“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

爱国主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生动实践、伟大成就，进一步激励广大师生为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团结奋

斗，在各单位征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上海解放 70周

年主题活动方案的基础上，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首要任务，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重中之重，紧

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把庆祝上海解放 70



 —4— 

周年活动与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

合起来，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结合起来，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深

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展示上海发展成就，不断

增强师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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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

和信心。 

二、主要安排 

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活动共分为 4大类 32项活动，

分别为主题巡展类、思政教育类、红色经典类、区校共建类，要

求做到分层分类、有序推进，提升活动质量，在全校掀起庆祝热

潮。 

（一）主题巡展类系列活动（“红色的足迹·行进的伟业”）。

市教卫工作党委将于 2019 年举办上海市教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今年 4月起开展“红色的足迹 

行进的伟业——上海市教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主题巡展”活动，包括“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

片展”和“遵义会议 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展览”

两部分。“遵义会议 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展览”于

9月 9日-10月 7日在我校进行展览。举办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精

品图片展进校园、“在茅盾奖佳作中感受中国历史发展”图书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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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著作与读者互动展览。（党委宣传部、组织

部牵头，图书馆、各二级单位配合） 

(二)思政教育类系列活动（“光辉七十载·追梦新时代”）。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和上海市教育大会精神，隆重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上海解放 7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来讲思政”大

学生思政讲师团选拔赛、“壮丽七十年·追梦新时代”2019 大学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微视频比赛、“绘声绘色·喝彩中国”献礼建

国 70周年朗诵大赛、“读文学佳作，看祖国风华”图书馆馆藏历

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著作微书评大赛等赛事，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国防教育系列活动、第

三届“程二代”“六一”亲子嘉年华、“程二代”迎华诞 70周年《国

家》VCR、“迎祖国七十华诞·彰立德树人标兵”庆祝第三十五

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开展“为人·为师·为学”优秀教师典型

评选活动，举办博学论坛“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

念和方法”、2019“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暨“我最喜欢的外

教”主题宣传活动、“迎祖国七十华诞•筑和谐健康程园”教职工

文体系列比赛、“民族团结一家亲”少数民族学生座谈会等。（党

委组织部、统战部、教师工作部、宣传部、国际交流处、学生处、

工会、社科学院、图书馆、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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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色经典类系列活动（“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

传文化战线、坚定文化自信、强化责任担当，深入推进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不断提高师生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在纪念五四运

动 100周年、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举办国家京剧院——

红军故事、上海学生舞蹈联盟之工程大舞蹈专场、原创音乐剧《我

在你的未来》、上海平民抗战题材原创话剧《阿拉是中国人》等高

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我和我的祖国”高校网络拉歌活动。（党

委宣传部、团委） 

(四)区校共建类系列活动（“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发挥地校合作优势，走出校园促发展，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国

家战略，承办松江区总工会庆祝 70周年活动：G60科创走廊九城

市职工数控机场技能竞赛，承办“文明新校园，魅力新松江”松

江十校文化节主题系列活动，承办“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2019 年松江片区大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剧大赛活

动，承办“最美松江人”评选展示活动。（党委宣传部、团委、实

训中心） 

三、组织保障 

1.广泛动员，精心组织。为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学校成立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活动工作小组，由党委

宣传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二级学院（部/中心）共同参与、落

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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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费落实，营造氛围。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营造共庆祖

国华诞、共享伟大荣光、共铸复兴伟业的浓厚氛围，结合弘扬大

学精神、彰显人文特色，广泛宣传新中国成立、上海解放以来的

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引导和激励广大师生书写新时

代建功立业新篇章。 

3.推进有序，注重成效。按照活动方案，具体推进落实，确

保活动内容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紧

密结合、统筹推进，在学校官网开设专题专栏，通过校园网、官

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团学组织公众号等渠道进行广泛传播，

集中宣传、展示上海解放 7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和经验,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成就，通过总结凝练、宣传报道，

增强活动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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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部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主题活动一览表 

序号 活动类别 活动名称 时间节点 举办地点 参与范围 人数 
负责 

部门 

1 

主题巡展类 

在茅盾奖佳作中感受中国历史发展 

——图书馆馆藏历届矛盾文学奖获奖著

作与读者互动展览 

4月-6月 
图书馆 

第一阅览室 
师生读者 待定 图书馆 

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精品图片展进校园 6 月 
图文信息中心 

二楼大厅 
全校师生党员 200人 党委组织部 

4 

“红色的足迹  行进的伟业——上海市

教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主题巡展”活动 

9月 9日- 

10月 7日 
图文信息中心 

松江大学城 

各高校师生 

5000 

人次 
党委宣传部 

5 

思政教育类 

“光辉七十载•追梦新时代” 

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 
3月-12月 待定 在校学生 待定 学生处 

6 
“迎祖国七十华诞•筑和谐健康程园” 

系列比赛 
4月-6月 松江校区 参赛教职工 待定 工会 

7 

读文学佳作，看祖国风华 

——图书馆馆藏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著

作微书评大赛 

4月-6月 图书馆 师生读者 约 100人 图书馆 

8 
图书馆“绘声绘色  喝彩中国 

——献礼建国 70周年朗诵大赛 
4月-6月 

图文信息中心 

二楼大厅 
师生读者 约 100人 图书馆 

9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来讲思政”

大学生思政讲师团选拔赛 
4月-6月 待定 在校学生 待定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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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类别 活动名称 时间节点 举办地点 参与范围 人数 
负责 

部门 

10 

【博学论坛】 

“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

念和方法” 

4月 30日 
图文信息中心

第三报告厅 

青年教师 

代表 
100人 

党委宣传部、

教师工作部、

教务处 

11 
师德师风师道 

——如何做四有好老师专题报告 
5 月 图文三报 教师代表 120人 教师工作部 

12 

“壮丽七十年  追梦新时代” 

2019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

理论课微视频比赛 

5月 30日 松江校区 在校学生 待定 社科学院 

13 
2019“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暨“我最

喜欢的外教”主题宣传活动 
5月-6月 松江校区 参赛教师 待定 国际交流处 

14 

第三届“程二代”“六一”亲子嘉年华（“程

二代”迎华诞 70 周年《国家》VCR拍摄

制作） 

6月 1日 图文信息中心 
教职工、 

校友家庭 
1500人次 工会 

15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6 月 陈云纪念馆 党外知识分子 30人 党委统战部 

16 
“为人·为师·为学”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 
6月-9月 松江校区 全校教师 待定 教师工作部 

17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赞颂辉煌成就，

军民同心筑梦”国防教育系列活动 
6月-9月 松江校区 军训学生 4000余人 武装部 

1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6-10 月 学校各校区 全校师生党员 3500余人 党委组织部 

19 “民族团结一家亲”少数民族学生座谈会 9 月 松江校区 
少数民族学生

代表 
30余人 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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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类别 活动名称 时间节点 举办地点 参与范围 人数 
负责 

部门 

20 
“迎祖国七十华诞•彰立德树人标兵” 

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9 月 松江校区 教师代表 待定 工会 

21 
“迎祖国七十华诞•与祖国共成长” 

集邮作品展 
9 月 

行政楼 

一楼大厅 

学校集邮协会 

松江区集邮协会 
待定 工会 

22 
“迎祖国七十华诞 展程园奋进面貌” 

教职工“三笔字”暨中国画大赛 
9 月 学校文化之家 参赛教职工 待定 工会 

23 
“迎祖国七十华诞•筑和谐美丽程园” 

教职工摄影作品展 
9 月 学校文化之家 参赛教职工 待定 工会 

24 

红色经典类 

高雅艺术进校园原创音乐剧 

《我在你的未来》 
4月 23日 志宏堂 全校师生 650人 党委宣传部 

25 国家京剧院——红军故事 5月 6日 志宏堂 全校师生 650人 团委 

26 “我和我的祖国”高校网络拉歌活动 5 月 松江校区 师生代表 100人 
党委宣传部、 

团委 

27 
上海平民抗战题材原创话剧 

《阿拉是中国人》 
10月初 志宏堂 

全校 

师生 
650人 党委宣传部 

28 
“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上海学生舞

蹈联盟之工程大舞蹈专场 
10月30日前 

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 
全校师生 500人 团委 

29 

区校共建类 

松江区总工会庆祝 70周年活动：G60科

创走廊九城市职工数控机场技能竞赛 
9 月 实训中心 参赛选手 待定 实训中心 

30 

“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2019年松

江片区大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校园剧大赛活动 

9月下旬 
松江 

大学城 
学生代表 100人 

党委宣传部、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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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类别 活动名称 时间节点 举办地点 参与范围 人数 
负责 

部门 

31 
“文明新校园，魅力新松江” 

松江十校文化节主题系列活动 
10 月 松江校区 

松江大学城 

各高校师生 
100人 党委宣传部 

32 
“最美松江人” 

评选展示活动 
10 月 松江大学城 

松江大学城 

各高校师生 
100人 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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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9年 5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