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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委员会文件

桂建院党〔2019〕82号

中共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
印发《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建
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

活动方案》的通知

党委各工作部门，各党（总）支部：

现将《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

建设年活动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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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方案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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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深入落实全国、全区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全区高校党

建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确保各项党建工作任务落实落地，根据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关

于开展高校和中小学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

的通知》（桂教工委组〔2019〕28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

校开展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结合我校实际，

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突出抓基层、

打基础，强功能、补短板，重创新、求实效，通过对中央和自治

区党委等各项党建工作部署要求再对标再落实，推动学校党建工

作质量进一步提升，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加

快推进学校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二、主要内容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党建工作决策部署，按照高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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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和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计划有关部署安

排，认真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一）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

建设。全校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站稳政治立

场。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全面贯彻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确定办学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

自觉同党的政治路线对标对表。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统一部署和

要求，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政治能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等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好“三会一

课”、党员活动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工作，开好学

校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

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完成重大政治任务的决心、信心



- 4 -

和能力，确保完成定点扶贫工作任务。

（二）全面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

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2014〕55号）

和《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贯彻<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桂建院党

〔2016〕29号）。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桂建院党〔2017〕62 号）、《广西建

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修订）》（桂建院党〔2017〕

61号）、《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

法》（桂建院党〔2017〕63 号），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议大事、

谋大事，凡属“三重一大”等重大问题要由学校党委集体讨论决

定。院长和其他行政领导班子成员自觉接受党委的集体领导，认

真贯彻执行党委决定。党委书记和院长带头增进班子团结，带头

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维护者和践行者。根据上级要求，

学校于 2019年 12月底前将我校出台的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实施细则报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备案。

（三）全面加强系（部）党组织建设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广西高等学校院（系）党组织建设的意

见》（桂党高工组〔2017〕60号），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不断提高系（部）党组织建设工作水平，切实发挥系（部）

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贯彻执行《广西高等学校院（系）决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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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程（试行）》（桂党高工组〔2017〕62号）、《关于明确高校

（院）系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有关政策要求的通

知》（桂党高工办〔2018〕79号）以及《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系（部）议事决策工作规程（试行）》（桂建院党〔2018〕44号）

精神，督促指导系（部）进一步规范议事决策和工作运行机制，

进一步明晰议事决策范围、内容、程序和要求。学校党委在今年

全面开展一次系（部）议事决策情况的督促检查，督促系（部）

严格落实党组织前置把关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有关党的建设，包

括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明确由党组织会议研究

决定；涉及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等重大

事项，应由系（部）党组织先研究再提交系（部）党政联席会议

决定；教师引进、课程建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重大问题中

涉及政治方向、思想政治建设、意识形态、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

相关内容，应由系（部）党组织审核把关后再提交系（部）党政

联席会议决定。

（四）全面加强党支部建设

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牢固树

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重点围绕健全基本组织、建

强基本队伍、执行基本制度、坚持基本活动、落实基本保障等，

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使我校党支部普遍达到“政治坚定、组织

健全、队伍过硬、机制完善、服务优良、保障有力”的目标。严

格贯彻执行教育部党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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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2017〕8号）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

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教党〔2017〕41 号），推进学校师生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深化巩固《关于在全区高校实施党支

部“强基固本”工程的意见》（桂党高工组〔2017〕25号）及《广

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支部“强基固本”工程实施方案》（桂建

院党〔2017〕56号），对照“强基固本”工程的内容，看是否全

面实现“2018 年秋季学期前党支部各项建设基本合格”的目标

要求，未达到要求的，要列出支部和工作清单，切实加以整改，

在今年年底前所有支部达到基本合格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广

西高校党支部“创优争星”工程实施方案》（桂党高工组〔2018〕

29号），打造“五好”党支部，实现“六好”目标要求，力争到

2020年实现 80%以上的学校党支部达到三星级以上。巩固实施

《广西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实施方案》（桂

党高工组〔2018〕23 号），确保到 2020 年底前，基本实现“双

带头人”支部书记选拔方式全覆盖，使教师党支部书记普遍成为

“双带头人”。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

例》，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切实提高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要建立

健全并规范执行“三会一课”等党组织生活制度，切实把党支部

的基本制度和规矩立起来。加大对党支部工作经费、人员配备、

活动阵地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做到有钱办事、有址议事。上级党

组织每年要对基层党支部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对软弱涣散、支委

不强、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发挥作用的，要限期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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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面提升党建引领发展能力

认真贯彻落实《广西高校“党建+”引领工程实施方案》（桂

党高工组〔2018〕24号），出台我校实施方案，聚焦“党建+”

全面深化改革、“党建+”作风建设、“党建+”创新平台建设、“党

建+”师德师风建设、“党建+”教学工作、“党建+”科研工作、

“党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党建+”学风建设、“党建+”

创新创业教育、“党建+”脱贫攻坚工作等十大领域，将党的建设

融入学校各项工作之中，切实解决党建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现

象，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引领促进学校改革发展。

（六）全面落实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高校工委关于印发<

全区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桂组通字〔2018〕48

号），对照 25项重点任务，逐一梳理落实情况。已经完成的持续

深化巩固；没有完成的要再次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具

体措施、责任部门、完成时限，建立工作台账，抓紧推进。认真

落实《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 2019年党建工作要点》（桂教工委组

〔2019〕15号）以及《中共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

年党建工作要点》（桂建院党〔2019〕30 号），确保按照规定时

间完成所有任务

三、方法步骤

（一）调查摸底，健全台帐（2019 年 6 月）

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开展调研摸底，重点自查组织设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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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支部班子是否健全、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和申请人名册是

否完善、“四个本子”是否记录清楚、“三会一课”制度是否健全、

党员管理制度和教育培训是否落实、经费场所保障等是否有力，

切实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找准问题，列出清单，把各项基础台

帐健全完善起来。

（二）落实整改，完善制度（2019 年 7-9 月）

按照上述六项工作任务的要求，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

要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步骤、有计划地抓好活动各项任务的落实。

要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把解决突出问题的措施

具体化，明确提升目标、方式和时限要求，保证整改有内容、提

升有目标、行动有实效。对党支部基本建设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对各项工作完善提升。

（三）巩固提升，发挥作用（2019 年 10-12 月）

对党支部基本建设进行梳理完善，固化基本建设制度并长期

坚持。同时，通过完善基本建设，定期开展“三会一课”等组织

生活，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宗旨、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基层一线支

部在学校党建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一线支部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成立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党建

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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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刘晓红、彭红圃

副组长：曾繁雄、安仲文、吴昆、吴丹、谢东

成 员：甘忠、庞松鹤、覃芳、黄碧珠、周舟，各党总支书

记，各直属党支部书记。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也要成立相应组织，确保责任到人、

任务到人。

全校各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贯彻落实上级有

关党建工作部署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具体举措，切实强化抓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把开展党建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作为夯实工作基

础、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举措，确保各项工作任

务圆满完成。

（二）强化督促检查

加强对基层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任务、加强党支部建设的督

促检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学校党委将对各基层党组织抓

党建工作落实、推进党支部建设情况适时进行抽查，年终开展检

查，并将相关工作情况作为年底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考核

的重要内容，严格考核奖惩。对于思想不重视、落实不力、工作

不到位的责任组织及责任人，将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三）强化宣传引领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注意总结开展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

和党支部建设年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通过党建工作例会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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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流借鉴、共同提高。通过学校官网、各系各部门网站及新

媒体，加大基层党建工作典型做法的宣传力度，形成大抓落实、

狠抓落实、齐心协力推进党建工作的良好氛围。同时，要注意将

好的做法经验固化下来，形成长效机制，培育党建工作品牌，不

断扩大我校党建工作的影响力。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于 2019年 12月 10日前将开展党

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和党支部建设年活动情况总结报告送学校党

委组织部。联系人：康佃海，张望，联系电话：0771—3834052。

附件：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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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党建工作深化落实年及党支部建设年活动任务清单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牵头校领导 责任部门 主要负责人

一、全面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

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党总支、各直

属党支部

甘忠、各党总

支、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

二、坚决贯彻执

行好高校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

全面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党委会和校

长办公会等议事决策制度

全年
刘晓红

彭红圃

党委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政策研究室）
覃芳

三、全面加强系

（部）党组织建

设

全面贯彻执行系部党政联

席会议制度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系部党组织

甘忠、各系部

党组织书记

四、全面加强党

支部建设

深化巩固党支部“强基固

本”工程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党总支、各直

属党支部

甘忠、各党总

支、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



- 12 -

落实基层党组织“创优争

星”工程，推行星级管理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党总支、各直

属党支部

甘忠、各党总

支、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

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

头人”培育工程，对党支部

书记进行全员培训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党总支、各直

属党支部

甘忠、各党总

支、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

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

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加强

党员教育管理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党总支、各直

属党支部

甘忠、各党总

支、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

五、全面提升党

建引领发展能力
实施“党建＋”引领工程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各党总支、各直

属党支部

甘忠、各党总

支、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

六、全面落实党

建工作重点任务

对照 25 项重点任务，逐一

梳理落实情况
全年 刘晓红

党委组织部（学院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职称改革

办公室）

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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