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退休工作处任期工作任期目标责任书
（2012－2015 年）
一、我校离退休工作基本情况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校离退休工作已建立和完善了以党总支（支部）
为核心，以党总支（支部）委员、楼（组）长为骨干，以老年体协、老年
大学、老教师合唱团等若干群众性活动组织为载体覆盖全校老同志的管理
和服务网络。热心为老同志服务的工作人员队伍基本形成，各项工作管理
正朝向制度化、规范化、人性化努力。目前我校离退休人员思想基本稳定。
1．离退休人员基本情况
目前，我校共有离退休人员 1487 人，其中离休干部 61 人，退休人员
1426 人，空窼家庭近百户。
按居住地来分，1133 人居住在徐州，272 人居住在北京（含代管 15
名），82 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全校总体来看：按职称来分，教授 168 人，
副教授和副高职称人员 368 人，中级职称及以下 504 人，工人 447 人。按
年龄来分，90 岁以上有 9 人，80 至 89 岁 257 人，70 至 79 岁的有 655 人，
60 至 69 岁的有 367 人，60 岁以下的有 199 人。按性别来分，男性 743 人，
女性 744 人（其中京西一楼的 272 人中：教授 46 人，副教授和副高职称
人 72 人，其他 104 人；90 岁以上有 4 人，80 至 89 岁 61 人，70 至 79 岁
的有 154 人，60 至 69 岁的有 49 人，60 岁以下的有 4 人。男性 140 人，
女性 132 人。平均年龄 75.59 岁）。
2．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情况
离退休人员党总支共有 9 名委员组成，其中在职干部 3 名，离退休干
部 6 名。共有 619 名党员，分设 35 个党支部，其中徐州 26 个党支部，472
个党员；北京 9 个党支部，147 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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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退休活动场地情况
由于历史等原因，我校现有三处离退休活动中心。形成一校两地三个
中心的服务管理格局。
一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设在我校科技中心楼，即离休干部管理科所
在地。有房屋 6 间，建筑面积为 300 平方米；一处是离退休教职工活动中
心，即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和退休人员管理科所在地，在东家属区共三层，
房屋 11 间，建筑面积 1006 平方米；一处是北京校区西一楼地下室，有 5
个房间，面积 210 平方米。
4．离休干部的基本情况
我校现有离休老干部 61 人（其中京西一楼离休干部 12 人），党员 57
人，分 2 个党支部，北京-徐州各 1 个。平均年龄 83 岁，最大的 92 周岁，
最小的 78 周岁。有司局级干部 6 人，处级干部 45 人，科级干部 10 人。
5．机构设置和工作人员情况
离退休处工作人员编制为 7 人，设正副处长各 1 人，科长（主任）4
人，科员 1 人。分驻徐州 5 人，北京 2 人。
二、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和校第
十三次党代会、校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要求和政治任务，积极探索推动离退
休人员管理工作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增强创新意识，主动适应新形势新
变化；增强服务意识，处处为老同志着想，办实事、办好事；注重调查研
究，努力建设一支严守廉洁准则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作风过得硬、对老
同志有感情的离退休干部工作队伍。以“六个老有”为目标，开展主题鲜
明的实践活动。立足老同志实际需求，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载体，确保离
退休人员身心健康，安享晚年，推进校园和谐，维护学校稳定大局。力争
做到让校党委放心，让离退休老同志满意。
三、主要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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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及上级有关离退休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相关规定和办法。
2．加强和改进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保持离退休
人员党员的先进性。
3．定期组织向离退休人员通报学校工作情况。
4．组织开展离退休人员的学习教育和文体活动。
5．负责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
6．接待并处理离退休人员的来信来访，积极解决离退休人员的实际
问题。
7．加强离退休人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
8．加强离退休工作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离退休人员数据库管理
系统建设。
四、任期目标
1、认真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重点应坚持老干部阅读文件、
重大事件及重要事项通报，领导干部联系老同志，邀请老同志参加重要会
议和重要活动以及走访慰问等 5 项制度。每年向离休干部传达两会精神、
每年召开一次迎新年学校情况通报会、每年组织 2 次工农业参观活动。
2．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把离退休党支部建设纳
入党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充分发挥离退休
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使党支部成为广泛联系老同志的桥梁纽带和抵御
错误思潮的战斗堡垒。
3．抓好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建设。选配好党支部班子、健全组织生活、
创新活动方式、保障活动经费等。每个支部有一定的活动经费，每年组织
支部书记进行一次培训，每年支部书记工作补贴不少于 400 元。
4．开展慰问走访活动，做到“四必访”即重大节日必访，生病住院
必访，长期生病卧床在家的必访、家中有重大变故必访。
“七一”
、
“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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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老干部、患重大疾病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同志以及生活特别困
难的同志，送不少于 200 元慰问金。争取建立应急帮困风险基金，采取切
实有效的帮扶措施。
5．每年为离休干部组织一次体检，退休人员至少每两年组织一次体
检。
6．每年“重阳节”为 70、75、80 周岁老人举办祝寿会，为 81 岁以
上老人设立尊老金（或尊老礼品），81－89 岁每人每年 100 元尊老金（或
尊老礼品），90 周岁以上每人每年 200 元尊老金（或尊老礼品）
。
7．注重老年人精神关爱和心理慰藉。积极联系选择相对条件较好的 2
－3 家社会养老机构，重点介绍给病残、空巢、高龄、临终等老年人，进
行长期护理和临终关怀服务。
8．坚持开展好“四大日常活动”，即元旦文艺演出、迎新年游艺活动、
庆三八女职工跳棋友谊赛、文化体育节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校人员
（除失能者外）参与率不低于 90%，达 4000 人次，满足老同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9．充分利用好“老年大学”，创造条件开设几个受欢迎的主体课程。
如声乐、二胡、健美操、太极拳、保健、计算机等专业课程等，保证 1500
人次参加。特别是吸引刚退下来的老同志参加，努力满足老同志的需要。
10．组织好“保健养生知识推广活动”
，每年组织 1—2 次保健知识或
疾病防治等讲座；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保健知识光盘，每周至少播放 1 次，
三个活动室同时播放，共 400 次。
11．切实建设好“三支队伍”，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楼（组）长、
和文体骨干这三支队伍，占离退休人数的 15%，不断加强老同志党建和思
想政治工作，保障各类信息畅通，支持和培养各种协会、团队的组织者，
鼓励他们开展活动。
12．积极组织“五老”队伍配合教学部门参与校院两级的教学督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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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参与人数 60 人次以上。担任特邀党建组织员、学生心理辅导员、学
风监督员 200 人次以上。
13．充分发挥我校关工委各委员单位和二级关工委作用，及时调整和
充实各级关工委领导班子，关工委网络健全，活动经常。力争 2013 年前
以良好的成绩通过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对我校关工委工作常态化建设
合格单位考核。
14．建立和完善退休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掌握诸如联系地址、联系电
话、身体状况和家庭困难、心理状态以及子女、配偶、邻居、单位等情况，
及时了解和掌握离退休人员的动态，建立科室－支部－组长－邻居联动工
作网络。做到老同志的事情有人管，孤寡老人和空巢家庭老同志的需要有
人知，老同志的困难有人帮。在他们出现困难和问题时，及时联系相关人
员开展服务工作。协助家属、协调校内有关单位做好去世人员的善后事宜。
15．加强活动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老同志的特点，按照“设备完
备、功能齐全、方便适用、安全可靠”的要求，争取学校支持进行活动室
整体维修改造，投入适当资金更换活动器材（设施）。
16．做好京西一楼工作。京西一楼综合办公室对京西一楼事务进行统
一管理和协调，要按照学校、离退休党总支和处行政的要求，与徐州同步
开展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各类活动。协助学校做好房产、设备管理工作；协
助校医保办做好医保相关工作；配合业主委员会开展工作；开展适合楼内
人员特点的文化体育活动；经常走访慰问，关心高龄多病、生活有特殊困
难离退休人员，及时反映老同志的需求，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争取社
区、居委会、北京校区等有关单位的支持。配合党总支做好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
17．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防范廉政风险责任意识，确保届内本单
位工作人员无违法违纪事件发生。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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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保证。离退休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他虽不是学校
的中心，但可能会影响学校中心工作。离退休工作处有学校党政的正确领
导，有全校各党政部门和二级单位的支持配合和理解，有坚强有力的党总
支政治组织保证和班子集体决策，有处行政工作人员的团结协作，确保完
成任期目标任务。
2．继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与时俱进，形成良性的工作运行机制。
制定完善《离退休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
《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
、
《离
退休人员福利费、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办法》
、
《离退休教职工治丧工作一般
程序》等一系列制度，修订《中国矿业大学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工作规章制
度汇编》。制订完善离休干部阅文、组织活动、走访慰问、活动室管理、
阅览室管理、信息库管理、多功能活动厅管理等管理制度等。使各项管理
工作走向科学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使各项服务工作做到有章可循。
3．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从实际出发，采取切
实措施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
风上过得硬、老同志信得过”的离退休人员工作队伍。
首先，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老干部工作的政策理论和业务水平。老
干部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面对的大多数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
老同志，离退休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才能做到与老同志进行良好沟通，
顺利完成各项任务。要认真学习党的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和现代管理学、
老年心理学等业务知识，提高政策水平。
第二，要加强能力建设。老干部工作实践性很强，头绪多，任务重，
涉及到学校方方面面，工作要统筹考虑，科学安排。工作人员要通过学习
培训和实践锻炼，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工作队伍的能
力和水平，特别是政策运用能力、服务管理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和开拓创
新能力。
第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转变作风，勤政廉政，正确对待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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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利、得与失的关系，淡薄名利、默默奉献的思想作风和精神境界；情
系老同志、真心真意为老同志办实事、谋实利，针对深化改革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新建议新办法，提倡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的工作作风和进取精神。
我校离退休工作受教育部离退休干部管理局、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和江苏省委老干部局、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共
同领导和指导，又承担江苏省委老干部局任命的徐州、连云港、淮安等苏
北三市的省管高校和企业的片长单位，我校关工委承担徐州片 8 所高校的
第一牵头学校工作。每年要承担一定的会议组织任务和工作协调任务，我
们将继续努力，力争保持“教育部离退休干部统计优秀报表单位”称号，
以扎实的工作，争取更多的荣誉，在片内起到一定示范和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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