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党政机关党委 2012-2015任期目标完成情况总结 

2012年以来，校党政机关党委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抓

管理转作风增效能，提升机关管理和服务水平‛为目标，全面加强

机关党委的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和文化建设，重点推进机关工

作作风转变和办事效能提升，为促进学校和机关的科学发展、和谐

稳定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较好完成任期内的各项工作目标。机

关党委被评为学校‚创先争优先进党委‛‚先进党委‛等荣誉称号，

一个党日活动获得校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一个工作案例获得‚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例‛一等奖。有 25个党支部工

作创新计划项目获得学校立项配套资助，7个党支部验收为‚优秀‛，

还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一、认真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 

（一）扎实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服务

工作，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在党政机关的深入开展 

1.认真研究制定机关党委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实施方案和 3

个环节的具体工作方案，力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了

便于处级干部参与活动，根据不同活动要求组建了 3类共 42个小组，

并对各小组的活动情况及时跟进，确保活动效果。及时召开动员大

会和各阶段的工作布臵会，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在党政机关的深入开

展。 

2.认真做好教育实践活动的服务工作。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电

子邮箱向机关部门和处级干部发送和收集汇总材料达 490 余份，通

过短信发出信息近 230 人次，保障了各项工作的及时推进和有效落

实。认真对学校收集到的面广量大很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进行分类汇

总，从 20余万字材料梳理出了涉及整个机关和 19个部门的总计 457



条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给了机关相关部门，为各部门找准找实

问题和即知即改提供了较扎实的基础。 

3.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机关管理服务工作得

到改善。活动期间，学校提出的 56项重点整改项目绝大多数由机关

各相关单位牵头负责落实。此外，机关 26个部门共提出 212项部门

的重点整改项目，通过整改落实工作的推进，机关各部门和干部的

群众观点和宗旨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服务基层、服务师生的自觉

性进一步提高。 

4.认真查摆机关党委的‚四风‛问题，制定了整改思路和方案，

对查摆出的问题力求即知即改。认真总结机关层面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被编入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简

报 2次。 

（二）扎实做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工作，

确保专题教育在机关的扎实稳步推进 

5.‚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期间，对机关处级干部参加‚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做出详细安排，认真研究制定机关党委的‚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总体实施方案和 4个分项的具体工作方案，根据不同活动

要求组建了 2类共 39个小组，不仅便于处级干部参与活动，更利于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达到最佳效果。 

6.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工作。组织处级干部集体专题

学习 10余次，参加辅导报告近 10场，开展了围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的民主生活会。机关各党支部开展了围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的组织生活会。在建党日当天，机关党员集体上了‚三严三实‛

专题党课暨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在专题教育期间，共向机关近 90

名处级干部发放了《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资料专辑》、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合订本等

学习资料 300余册。 

二、重点推进了机关作风建设工作 

四年中，机关党委紧紧围绕‚改作风、树形象、增效能‛开展

了机关作风建设工作的积极探索，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年初有动员、

日常有监督、年底有评议、全年有活动‛的系统化的作风建设工作

举措。 

1.开展‚三亮三比三创‛和‚三亮三比两争当‛主题实践活动。

通过‚亮服务身份、亮服务流程、亮服务承诺‛来不断优化服务，

展示形象；通过‚比工作作风、比工作素质、比工作氛围‛来不断

练内功，增效能；通过‚创优质服务项目、创作风建设示范科室、

创管理服务标兵‛和‚争当优秀党支部、争当优秀党员‛等选树典

型，发挥示范作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共评选表彰‚管

理服务标兵‛20名、‚作风建设示范科室‛20个、‚管理服务优质

项目‛20个，机关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逐步增强，有效

地推进了机关作风建设工作。 

2.开展了机关各部门办事流程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实现了在服

务上便民高效，管理上科学规范。机关党委组织各部门从上报的

300余项服务流程中遴选出了面向师生的服务流程 203项，并积极

与相关部门科室进行沟通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完成了修订完善

工作。截至目前，20 个部门修订完善服务流程 230 余项，师生使

用的效果已经有了较好的显现。 

3.开通常态化的‚机关单位服务质量监督投诉平台‛，研究制

定了平台受理信息处理的‚七步工作法‛和‚工作日志‛。平台开

通以来，共受理师生反映的投诉意见建议近 400条，经过与相关部



门积极沟通，都及时给予了答复或解决，反映人对答复意见满意率

在 80%以上。 

4.认真组织开展年终的机关作风评议活动，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努力推进机关作风的持续好转。每年机关作风评议活动结束后，

机关党委第一时间对评议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及时向各部门负责人

反馈评议结果和师生提出的意见建议。精心组织召开一年一次的机

关作风建设会议，表彰8-9个机关作风评议优秀单位；学校领导对

上一年机关作风评议工作做总结，就当年校党政机关作风建设提出

明确方向和具体要求。 

5.制定《机关工作理念》和《机关工作规范》，制作办公桌牌、

人员去向指示牌，进一步推进文明机关建设，规范机关工作人员行

为，树立机关工作人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三、扎实推进了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认真抓好机关党建工作，切实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 

1.圆满完成党支部和机关党委的换届选举工作。2012年 6月机

关党委及时调整了党支部设臵，并指导支部换届选举，使机关组织

建设与机构改革同步，确保机关党建工作持续良好开展。2012 年 11

月，机关党委按照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

选举产生新一届机关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由 9 人组成的机关党委委

员。 

2.扎实推动‚党支部工作创新计划‛的申报立项与推进实施工

作。四年来，共有 25个‚党支部工作创新计划‛获学校党委批准立

项，其中 7 个项目被评为‚优秀‛。2015-2016 学年度的 9 个获准

立项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实施。 



3.实行党支部活动举办和宣传奖励机制，先后有近 90项党支部

活动受到支持奖励。实行‚党建工作立项承办机制‛，先后有 6 个

党支部的党建工作获准立项支持，积极鼓励各党支部积极承办机关

党建活动和研究工作，切实提升党支部党建工作水平，工作成效明

显。 

4.选树一批先进典型，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四年中，机关

党委先后被学校党委授予‚创先争优先进党委‛和‚先进党委‛荣

誉称号，1名党员获‚江苏省学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5个党支

部、46名党员受到学校党委各类表彰，1个党支部工作案例入选《江

苏高校基层党支部优秀工作案例 100例》。另外，机关共有 12个科

室被评为校‚十佳文明窗口单位‛，2 个科研群体被评为校‚优秀

教学科研群体‛，11名职工荣获校‚十佳青年教职工‛和‚师德模

范‛‛‚管理服务先进个人‛‚服务育人先进个人‛‚教书育人先

进个人‛称号。 

5.加强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工作，四年来共发展党员 5 名，转正

党员 5名，推荐 6名同志参加学校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 

四、努力推进了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以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为着重点，以党员干部带头学习

为关键点，以党员素质提升为着力点，努力推进机关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工作，为学校事业改革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积极组织开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的学习宣传活动。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机关党委组织机关党

员收看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组织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交流会。各

党支部认真组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上级下发的《典型案件的通报》等材料。 



2.协助组织好各类干部的培训工作。四年中，协助组织机关 80

余名处级干部参加学校组织的 3期中层干部培训；组织机关 99名科

级干部参加 5 期干部培训；还协助组织了 2 期党支部书记培训。共

组织听取专家报告和参加大会交流研讨 30余场次，处级干部撰写各

类心得体会 300余篇，有 26篇收录在组织部编写的《学思行悟》一

书中。科级干部撰写各类心得体会近 200篇。 

3.按照党委宣传部每月‚学习安排‛总体要求，及时在机关党

委网站共发布《每月党支部学习安排》，并在党支部书记会议上对

每月机关党员和职工的学习安排做出布臵。四年来，共向机关处级

干部发放《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 2013》、《指导新时

期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网络理论引导文章选编》等重

要学习资料 600余册，向 22个党支部发放了《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共产党员》等学习资料近 600册。 

4.推进‚以‘个人强素质，单位强功能’为目标，以人人参与

为原则，以素质提升为核心，以工作牵引学习，以学习提升工作‛

的党支部学习活动的理念，创建学习型党支部和学习型部门在机关

干部职工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和实践。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做法

在省检查组汇报会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校党政

机关党委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经验材料被编入中国矿

业大学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简报第 80期。 

五、积极推进了和谐机关建设工作 

四年中，机关党委与机关工会一起在关爱机关职工身心健康、

增强机关凝聚力、寓教于各项有益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

一系列机关职工喜闻乐见、各具特色的活动。 

1.关心广大职工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和机关工会一道精心组织

了每年面向全体机关人员的体检，主动联系医疗专家开展健康知识



辅导。积极推动机关‚工间操‛活动，培养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关心关爱困难职工和离退休职工

的生活，特别是在重阳节、中秋节和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都组织看

望和慰问活动，使职工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2.开展文化活动，陶冶职工的思想情操。开展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主题征文和朗诵活动，50余名职工参与并受到表彰，机关

获得优秀组织奖。在机关内举办了 ‚庆六一• 大手拉小手亲子故事

会‛、以‚与春天相约‛摄影作品评选等活动， ‚春季趣味运动会‛ 

‚迎新年联欢会‛已成为品牌活动，深受机关人的喜爱。 

3.通过机关文化建设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机关干部职工凝聚力

与认同感的逐渐增强，在体育文化赛事展现了机关人的风采。干部

职工在‚学校体育文化节‛中男女团体总分连年攀升，2015年机关

获得总分第2名的好成绩。篮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各大球类比

赛也收获颇丰，均赢得过冠军，其中乒乓球赢得四连冠。 

六、持续推进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1.认真执行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校党委、行政和

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的各项任务，督促机关各部门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相关

贯彻落实的意见或措施，并加以落实。结合机关工作实际，积极配

合学校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及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 

2.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上的主体责任，通过党委委员会、党

支部书记会、处级干部学习小组会，组织召开机关处级干部警示教

育会等方式开展机关党风廉政学习活动，及时传达上级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重要会议、文件等精神和制度规定。带头执行学校和机关党

委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机关党委所涉及的评优评先做到评选原



则公开、评选程序公开、评选结果公开。对党费收缴及使用做到年

度向干部职工公开。 

七、继续加强了部门自身建设工作 

按照‚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要求，自觉增强党性观念，

强化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不

断加强机关党委自身建设。积极开展以机关作风建设为重点的调查

研究工作，不断提高部门工作科学化和理论化水平。2013年，部门

申报的《高校职能部门作风建设和管理绩效评价研究》被学校批准

立项为‚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四年来，围绕

机关党建和作风建设工作，机关党委职工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3篇。 

八、对照任期目标责任书，圆满完成所有指标性考核任务 

1.机关部处室获得省市级部分荣誉有： 

序号 单位名称 荣誉名称 年份 

1 宣传部 徐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2014 

2 校工会 徐州市工会工作优秀单位 2012 

3 校团委 全国大中专学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单位 

2015 

4 教务部 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会 

常务理事单位 

2014 

5 科研院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2014 

6 人事处 煤炭行业人力资源工作先进单位 2014 

7 学工处 全国普通高校资助工作绩效考评 

优秀单位 

2013 

8 审计处 江苏省教育科技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 2013 

9 对外合作

与发展处 

全国教育基金工作先进单位 2015 



10 后勤处 全国校园物业服务实体 50强 2015 

11 统战部 徐州市统一战线工作先进集体 2015 

 

 

2.机关干部职工获得省市级部分奖励有：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奖励名称 年份 

1 赵跃民 人事处党支部 
江苏省‚333‛跨世纪学术、

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2013 

2 秦勇 
科研院、分析中

心党支部 

徐州市支持工会工作 

优秀领导干部 
2013 

3 才庆祥 
纪委办、监察处

党支部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2 

4 朱真才 科研院 
江苏省‚333‛跨世纪学术、

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2013 

5 熊志忠 宣传部 江苏省学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4 

6 方跃平 党政办公室 
徐州市推进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2012 

7 翟金玉 校工会 徐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2013 

8 张华 校工会 徐州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2013 

9 陈文 校团委 
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2 

10 赵文永 党政办公室 教育部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2012 

11 吕向前 研究生院 
非全日制全国考试考务 

工作先进工作者 
2012 

12 马文彬 组织部 
徐州市党内统计工作 

先进个人 
2013 



13 关福远 校团委 
全国煤炭行业优秀 

共青团干部 
2013 

14 赵海琳 校团委 
全国煤炭行业优秀 

共青团干部 
2012 

15 马志宏 审计处 徐州市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 2014 

16 李来成 统战部 江苏省优秀统战干部 2015 

17 王虎 统战部 徐州市优秀统战干部 2015 

18 黄军利 学工处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优秀 

学术成果一等奖 
2012 

19 王鹏 学科处 
徐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2012 

20 刘静丽 机关党委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优秀 

学术成果二等奖 
2013 

21 赵保全 党政办公室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

员会第十三届优秀调研报告、

论文成果二等奖 

2013 

22 吴健波 机关党委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优秀 

学术成果二等奖 
2014 

23 陈学利 宣传部 

江苏省教育书法家协会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洋河杯‛

书法篆刻三等奖 

2015 

3.‚最佳党日活动‛获得校级奖励 2项为： 

（1）机关党委：‚关注农村教育献爱心，考察农村发展增信心，

立足岗位争先见行动‛被学校党委评为‚2012年最佳党日活动二等

奖‛。 



（2）纪委办监察处党支部：‚凝理念、聚力量，树目标、促作

风‛被学校党委评为‚2012年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 

4.发展党员 5 名： 

侯翠婷（审计处）、王  东（学工处）、徐志清（财务资产部） 

郭昌清（教务部）、孙志华（学科处） 

5.组织申报或参与的部分研究课题有： 

（1）2013年中国矿业大学社科项目（十八大专项）重点项目：

《高校职能部门作风建设和管理绩效评价研究》 

（2）2012年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大学生资

助公平测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 

（3）2012年中国矿业大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学分制下高校

学生‚柔性‛教育管理模式研究》 

（4）2015年中国矿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一般项

目 A类：《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大学生日常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6.机关干部职工发表的部分论文有： 

（1）刘静丽（机关党委）：高校学习型党支部的特征与创建，

2012年 

（2）王增国（组织部）：办学自主权扩大与行业特色高校核心

竞争力的提升，2014年 

（3）黄军利（学工处）：浅析网络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挑战与机遇，2014年 

（4）李秀、赵红灿（宣传部）：‚人生境界‛理论视域下雷锋

精神内涵解读，2015年 

（5）赵文永（党政办）：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应对与引导

探讨，2015年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4&recid=&FileName=XXDJ201216019&DbName=CJFD2012&DbCode=CJFQ&pr=


（6）纪承（研究生院）：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

调查，2014年 

（7）吕向前（研究生院）：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

哲学思考，2014年 

（8）李霞（对外合作与发展处）：德国高校学生管理的特色及

其启示，2015年 

（9）李德福（学工处）：内地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适应问

题研究，2014年 

（10）王鹏（学科处）：基于 ESI的工学学科国际竞争力评价研

究—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2014年 

（11）陈文（校团委）：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心理机制研究和路

径探索，2013年 

（12）赵保全（党政办）：大学民主制度的道德纬度及其批判性

建构，2013年 

（13）刘静丽、吴健波（机关党委）：高校党政机关加强作风建

设的实践与思考，2015年 

（14）刘勇、赵红灿(新闻中心)：基于读者视角的高校校报质量

提升实证研究，2014年 

（15）高世杰、赵红灿（宣传部）：基于‚五项修炼‛的高校辅

导员学习型团队建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