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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

回望新中国成立回望新中国成立 7070 年的年的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我们深刻体会我们深刻体会

到到““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

发展发展”。”。秉承汽车强国梦秉承汽车强国梦

的精神追求的精神追求，，上汽各级党上汽各级党

组织坚持围绕经济抓党组织坚持围绕经济抓党

建建，，为企业创新转型发展为企业创新转型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障。。

““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用以促用以促

学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以解决实际问题作

为衡量学习效果的重要标为衡量学习效果的重要标

准准，，以以““四史四史””为契机为契机，，

激发员工在重大项目中的激发员工在重大项目中的

斗志斗志。。在重大项目推进在重大项目推进

中中，，广大党员群众努力克广大党员群众努力克

服疫情对项目进度的影服疫情对项目进度的影

响响，，千方百计把耽误的进千方百计把耽误的进

度 抢 回 来度 抢 回 来 。。 上 汽 大 众上 汽 大 众

MEBMEB 工厂工厂、、上汽通用凯上汽通用凯

迪拉克工厂迪拉克工厂、、上汽乘用车上汽乘用车

临港工厂等正全力推进临港工厂等正全力推进

““数字化样板工厂数字化样板工厂””的建的建

设设；；77月月1010日日，，上汽自主上汽自主

研发的研发的 55GG 智能重卡启动智能重卡启动

从“四史”学习中汲取奋发前行动力
上汽集团各级党组织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专题辅导报告专题辅导报告、、红色红色

印记走访印记走访、、主题党日活主题党日活

动动、“、“七一七一””先进表彰……先进表彰……

近期近期，，上汽各级党组织以上汽各级党组织以

形式多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内容丰富的主

题活动深入推进题活动深入推进““四史四史””

学习学习，，把把““四史四史””学习教学习教

育与企业中心工作紧密结育与企业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合，，党员干部带头学党员干部带头学、、党党

员群众灵活学员群众灵活学、、民主党派民主党派

共同学共同学，，从历史中汲取经从历史中汲取经

验和智慧验和智慧，，立足以立足以““进进””

促促““稳稳”，”，狠抓狠抓““实实””的作的作

风风、、坚定坚定““拼拼””的决心的决心，，

打好市场份额的反击战打好市场份额的反击战、、

降本增效的主动战降本增效的主动战、、改革改革

创新的攻坚战创新的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清醒剂””和和

最好的最好的““营养剂营养剂”。”。学习学习

““四史四史””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就是要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弄清楚我们从哪里员群众弄清楚我们从哪里

来来、、往哪里去往哪里去，，总结历史总结历史

经验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规律，，汲汲

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

力量力量，，更好地应对前进征更好地应对前进征

程上的困难与挑战程上的困难与挑战。。

博学明志，知史鉴今坚守产业报国初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

地地，，上海市率先启动了上海市率先启动了

““四史四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作为作为

““上海制造上海制造””的名片的名片，，上汽上汽

各级党组织按照各级党组织按照““四史四史””

学习相关要求学习相关要求，，结合工作结合工作

实际制订各具特色的学习实际制订各具特色的学习

教育计划教育计划，，将将““四史四史””学学

习教育覆盖到全体党员习教育覆盖到全体党员。。

通过联系实际通过联系实际，，扎实开展扎实开展

日常学习日常学习，，切实抓好切实抓好、、抓抓

实实““四史四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

各单位把各单位把““四史四史””学学

习作为中心组学习的重要习作为中心组学习的重要

内容内容，，通过研读红色书通过研读红色书

籍籍、、聆听辅导报告聆听辅导报告、、集中集中

研讨等形式开展专题学研讨等形式开展专题学

习习，，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

部的领学部的领学、、促学作用促学作用，，并并

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面面

对广大党员的学习需求对广大党员的学习需求，，

第五轮第五轮““万名党员进党万名党员进党

校校””活动在培训课程中特活动在培训课程中特

别设置别设置““初心使命初心使命””板板

块块，，通过学习党史通过学习党史、、国国

史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

义发展史义发展史，，联系上汽发展联系上汽发展

实际实际，，进一步坚定广大党进一步坚定广大党

员员““产业报国产业报国””的初心的初心。。

““上汽云学习上汽云学习””等线上学习等线上学习

平台也开设平台也开设““四史四史””学习学习

专栏专栏，，方便广大员工利用方便广大员工利用

““碎片化碎片化””时间开展学习时间开展学习。。

为了服务大家在为了服务大家在““四四

史史””学习中学习中““学得进学得进、、学学

得深得深、、学得新学得新”，”，各级党组各级党组

织注重挖掘各类内部学习织注重挖掘各类内部学习

资源资源，，结合重要事件时间结合重要事件时间

节点节点、、主题党日活动等主题党日活动等，，

讲好身边的创业讲好身边的创业、、奋斗故奋斗故

事事 。。 在 集 团在 集 团 66 月 开 展 的月 开 展 的

““奋进路上奋进路上、、奋斗有我奋斗有我””微微

党课评选活动中党课评选活动中，，4141个基个基

层单位推荐的层单位推荐的““支部书记支部书记

微党课微党课””视频吸引了超过视频吸引了超过

88 万人次观看万人次观看。。微党课评微党课评

选以员工喜闻乐见的形式选以员工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述所在单位的发展故讲述所在单位的发展故

事事，，深化奋斗信念深化奋斗信念，，成为成为

微信网红的微信网红的““提升能力平提升能力平

台台、、交流经验讲台交流经验讲台、、展示展示

工作舞台工作舞台”，”，增强了增强了““四四

史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吸引学习教育活动的吸引

力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活学活用，基层企业掀起学习热潮

各 级 党 组 织 立 足 实各 级 党 组 织 立 足 实

际际，，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

““四史四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上汽大上汽大

众的全国劳模徐小平从众的全国劳模徐小平从

““练技练技、、铸魂铸魂””两方面分两方面分

享自身成长经历以及工作享自身成长经历以及工作

感悟感悟，，感染了感染了““四史四史””学学

习教育现场党课中的每一习教育现场党课中的每一

个人个人。。大家从分享中感受大家从分享中感受

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于初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于初

心的坚守和对于使命的担心的坚守和对于使命的担

当当。。上汽乘用车通过线上上汽乘用车通过线上

专题学习和线下红色访专题学习和线下红色访

学学、、联建共学等形式联建共学等形式，，进进

一步坚定大家将自主品牌一步坚定大家将自主品牌

做大做强的信心和决心做大做强的信心和决心。。

上汽财务举行庆祝建党上汽财务举行庆祝建党

9999 周年升旗仪式暨周年升旗仪式暨““七七

月星火月星火、、九九历程九九历程””主题主题

党建活动党建活动，，增进党员之间增进党员之间

的情感的情感，，提升党员价值认提升党员价值认

同感同感。。联合电子党委中心联合电子党委中心

组成员前往中共一大会组成员前往中共一大会

址址，，在陈望道纪念展中重在陈望道纪念展中重

温温 《《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加深加深

对于党史的感性认识对于党史的感性认识。。上上

实交通以民建支部成立为实交通以民建支部成立为

契机契机，，邀请民主党派一同邀请民主党派一同

学习学习““四史四史”，”，进一步提进一步提

升学习的号召力和暖色升学习的号召力和暖色

调调。。安吉物流安吉物流、、华域车华域车

身身、、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帆一尚行帆一尚行

等企业以等企业以““红色寻访红色寻访””

““结对共建结对共建””等活动为契等活动为契

机机，，激励党员坚定信仰激励党员坚定信仰、、

互学共进互学共进、、奋发有为奋发有为。。

各级党组织开展的各级党组织开展的

““四史四史””学习聚焦当前重学习聚焦当前重

点工作点工作，，聚焦集团聚焦集团““新四新四

化化””战略目标和企业创新战略目标和企业创新

转型转型、、市场开拓等当前任市场开拓等当前任

务务，，推动广大党员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干部

从历史中找答案从历史中找答案、、从现实从现实

中找参照中找参照。。上汽通用走出上汽通用走出

去去，，和业外企业开展和业外企业开展““四四

史史””教育联组学习教育联组学习，，以党以党

建联建带动企业发展建联建带动企业发展。。延延

锋公司锋公司、、上汽国际上汽国际、、上柴上柴

公司公司、、捷氢科技捷氢科技、、申沃公申沃公

司司、、资产经营资产经营、、培训中心培训中心

等单位通过主题党课等单位通过主题党课、、

““七一七一””表彰等形式表彰等形式，，进进

一步激发全体员工攻坚克一步激发全体员工攻坚克

难难、、善作善成的斗志善作善成的斗志，，为为

企业未来发展树标杆企业未来发展树标杆、、强强

队伍队伍。。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学习教育活内涵丰富的学习教育活

动动，，上汽广大党员群众进上汽广大党员群众进

一步坚定了一步坚定了““产业报国产业报国””

的初心的初心，，努力以充满激情努力以充满激情

的态度的态度、、勇于拼搏的精勇于拼搏的精

神神、、富于创新的成效推动富于创新的成效推动

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更好地发展。。

上汽大众党委举行“全国劳模徐小平谈使命”宣讲活动

延锋推出“延讲+党课”，深入开展“四史”学习 安吉物流组织党员参观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馆

勤学赋能，创新转型勇挑发展重担

准商业化运营准商业化运营，，朝着年内朝着年内

完成两万个标准集装箱运完成两万个标准集装箱运

输任务持续努力输任务持续努力。。在新技在新技

术研发方面术研发方面，，捷氢科技新捷氢科技新

型燃料电池技术取得突型燃料电池技术取得突

破破，，相关产品在上汽商用相关产品在上汽商用

车产品上得到推广和应车产品上得到推广和应

用用，，并陆续获得业外订并陆续获得业外订

单单。。在强品牌建设方面在强品牌建设方面，，

搭载最新智能互联技术的搭载最新智能互联技术的

荣 威荣 威 RXRX55 PLUSPLUS 上 市上 市 ，，

与故宫博物院的创造性联与故宫博物院的创造性联

动为动为““悠久的历史悠久的历史””赋予赋予

了了““科技的新潮科技的新潮”；”；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荣威品牌打造用车荣威品牌打造““新国新国

潮潮””品牌新形象品牌新形象，，推出全推出全

新新““双标双标”；”；上汽大通推出上汽大通推出

新 能 源 子 品 牌新 能 源 子 品 牌 ““EUEU--

NIQNIQ”，”，进一步强化进一步强化““定制定制

基因基因””差异化形象差异化形象；；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启用全新通用五菱启用全新““银银

标标”，”，以新形象参与国际市以新形象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场竞争。。

在大项目推进在大项目推进、、新技新技

术研发术研发、、强品牌建设中强品牌建设中，，

各级党组织联系各级党组织联系““四史四史””

学习学习，，激发热情与动力激发热情与动力，，

敢于挑重担敢于挑重担，，广大党员主广大党员主

动领任务动领任务，，各项工作在常各项工作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不断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不断

取得进展取得进展，，推动企业生产推动企业生产

经营加快企稳经营加快企稳、、向好态势向好态势

不断巩固不断巩固。。

面对疫情常态化防控面对疫情常态化防控

中的汽车市场复苏中的汽车市场复苏，，坚持坚持

市场导向市场导向，，抢抓市场份抢抓市场份

额额。。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

身集团整车产品营销身集团整车产品营销，，在在

““品牌传播先锋行动品牌传播先锋行动””中中

““比比、、学学、、赶赶、、超超”，”，共同共同

助力上汽品牌形象提升助力上汽品牌形象提升。。

党员和员工们的朋友圈成党员和员工们的朋友圈成

为营销的为营销的““主战场主战场”；”；每一每一

位员工都成为上汽整车的位员工都成为上汽整车的

““销售员销售员”，”，大家共同汇聚大家共同汇聚

成一股绳成一股绳，，共同共同““为品牌为品牌

发声发声、、为销售助力为销售助力”。”。

学习历史学习历史，，为的是切为的是切

实增强在实践中守初心实增强在实践中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自觉。“。“四史四史””中既有中既有““教教

科书科书”，”，激励我们学好历激励我们学好历

史史、、坚守初心坚守初心；；也有也有““清清

醒剂醒剂”，”，鞭策我们把握当鞭策我们把握当

下下、、拼搏奋斗拼搏奋斗；；更有更有““营营

养剂养剂”，”，启迪我们把握规启迪我们把握规

律律、、开创未来开创未来。。

面 对 汽 车 行 业 大 变面 对 汽 车 行 业 大 变

革革，，上汽全体员工以上汽全体员工以““四四

史史””学习为契机学习为契机，，在学习在学习

中坚定中坚定““产业报国产业报国””初初

心心、、学习历史过往经验学习历史过往经验、、

坚定未来发展道路坚定未来发展道路。。把握把握

好后疫情时代车市结构调好后疫情时代车市结构调

整中的整中的““变变””与与““不变不变”，”，

在工作中坚持在工作中坚持““进进”、”、狠抓狠抓

““实实”、”、勇于勇于““拼拼”，”，奋力夺奋力夺

取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取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

发展双胜利发展双胜利，，为集团开启为集团开启

新一轮发展积聚势能新一轮发展积聚势能，，为为

争创世界一流汽车集团而争创世界一流汽车集团而

持续奋斗持续奋斗。。 （尚启轩）

上汽通用与业外企业开展“四史”教育联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