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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 

党章党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7年10月24日通过）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

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对现行党章作出100多处修改。 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党章链接：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一图读懂：从一大到十八大——盘点党章历次重大修改 

http://www.ccdi.gov.cn/special/19da/ytdd_19da/201710/t20171016_109125.html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对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发挥了重

要作用。党的十九大将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党章中充实完善了

纪律建设相关内容。党中央决定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对条例予以修订完善。 

条例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8/27/ARTI1535321516261382.shtml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http://www.ccdi.gov.cn/special/19da/ytdd_19da/201710/t20171016_109125.html
http://www.12371.cn/2018/08/27/ARTI15353215162613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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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 

党章党规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

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

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

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推进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

党支部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党支

部建设质量。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章

要求，既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又体现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对

党支部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新时代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遵循。《条例》的制定和实

施，对于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全面提升党支部

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通知强调，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部，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各级党委（党组）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把

抓好党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检验党建工

作成效的基本标准，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抓好

《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手机、网络等媒介，通

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深入领

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条例》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教育课程，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抓好党支部工

作、推动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贯彻落实《条例》不力的严肃追

责问责。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落实，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

中央。 

http://www.12371.cn/2018/11/25/ARTI1543146320637564.shtml?
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来源：新华社） 

全面提高新时代党支部建设质量——中央组织部负责

人就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答记

者问 

人民日报评论员：建设坚强战斗堡垒的制度保证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全文链接： 

【延伸阅读】 

http://www.12371.cn/2018/11/25/ARTI1543146320637564.shtml?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12371.cn/2018/11/25/ARTI1543146320637564.shtml?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12371.cn/2018/11/26/ARTI1543239775411663.shtml
http://www.12371.cn/2018/11/26/ARTI1543239775411663.shtml
http://www.12371.cn/2018/11/26/ARTI1543239775411663.shtml
http://www.12371.cn/2018/11/26/ARTI15431873499345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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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东北三省考察，主

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东北振兴的一系列决策

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深化改

革、破解矛盾，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    

金秋时节，东北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5日至28日，习近平分别在黑龙江

省委书记张庆伟、省长王文涛，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景俊海，辽宁省委

书记陈求发、省长唐一军陪同下，深入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和齐齐哈尔市、

吉林松原市、辽宁辽阳市和抚顺市，实地了解东北振兴情况。  

文章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3876588237.shtml 

（2018年09月29日 来源：新华社） 

【延伸阅读】 

人民日报评论员：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讲话精

神 

http://www.12371.cn/2018/09/29/

ARTI1538177023117296.shtml 

人民日报评论员：“两个毫不动摇”必须长期坚持 

http://www.12371.cn/2018/09/29/

ARTI1538177277962326.shtml 

新华社评论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坚定不移 

http://www.12371.cn/2018/09/29/

ARTI1538177145806306.shtml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3876588237.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02311729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02311729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02311729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02311729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02311729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27796232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27796232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27796232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14580630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14580630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29/ARTI15381771458063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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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 

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7月3日至4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关键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创

新局面。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

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文章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9/17/ARTI1537150840597467.shtml  

（2018年09月17日 来源：党建研究） 

【延伸阅读】 

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http://www.12371.cn/special/zzgzhy2018/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http://www.12371.cn/2018/09/17/ARTI1537150840597467.shtml
http://www.12371.cn/special/zzgzhy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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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全国教育大会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

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文章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9/10/ARTI1536580965577973.shtml 

（2018年09月10日  来源：新华社）  

【重要评论】 

人民日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系列评论文章 

http://www.12371.cn/2018/09/15/ARTI1536968526017840.shtml 

新华社：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重要

讲话 

http://www.12371.cn/2018/09/11/ARTI1536619100895163.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10/ARTI1536580965577973.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15/ARTI1536968526017840.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9/11/ARTI15366191008951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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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重要讲话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8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

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

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

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

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8/22/ARTI1534941552922268.shtml 

（来源：新华社） 

【延伸阅读】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关键词 

http://www.12371.cn/2018/08/24/ARTI1535091089145657.shtml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怎么做 习近平作出部署 

http://www.12371.cn/2018/08/23/ARTI1534982804090456.shtml 

习近平告诉你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http://www.12371.cn/2018/08/24/ARTI1535067069534984.shtml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http://www.12371.cn/2018/08/22/ARTI1534941552922268.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8/24/ARTI1535091089145657.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8/23/ARTI1534982804090456.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8/24/ARTI15350670695349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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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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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方针  

工信部、黑龙江省委关于开展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4名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2018年9月27日，党中央决定、追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等4名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黄群等4名同志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光荣典范，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对党忠诚、恪尽职守的时代楷模，他们用宝

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中共中央

印发了《关于追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学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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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纳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采取多种形式学习英雄、宣传英雄。 

详细内容：http://space.hit.edu.cn/

article/2018/11/05/10255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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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加快建设高水平本

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工作， 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意见》具体内容链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

t20181017_351887.html 

【文件解读】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答记者问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810/
t20181017_351821.html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05/10255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05/1025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t20181017_35188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t20181017_35188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810/t20181017_35182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810/t20181017_351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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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 

时政方针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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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扎实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育部研究制定了《新时代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内容链接：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19/10376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考察黑龙江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部署，省委决定在

全省领导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印

发了《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实施方案》的通知，请给支部结合实

际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详细内容：http://space.hit.edu.cn/

article/2018/11/13/10313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13/10313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13/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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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 

重要文件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 

关于在广大教职工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代”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和上级部署要求，大

力弘扬哈工大精神传统，引领推动广大教职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履行“四个服务”，践行“四个相统一”，树立牢固的家国情怀，学校制

定了在广大教职工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实

施意见。 

链接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3/10129 

哈工大党教[2018]53号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 

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暨进一步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有关通知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就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开展了专题学习研讨，对进一步加强部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提出

明确要求。根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实施办法》（工信部党

﹝2018﹞22号）《关于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要求的通

知》（工信党建组办﹝2018﹞13号）等文件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发布了关

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暨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有关通知。  

链接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25/10390 

哈工大党组[2018]78号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3/10129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25/1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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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 

重要文件  

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 

贯彻落实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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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推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落地生效，深化巡视整改，根据中

组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的《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和上级有关要求，学校

党委研究制定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贯彻落实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实施方

案》，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各基层党组织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要求上

来，对照重点任务，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清单，明确时限责任，把工作一项一

项做到位，切实解决好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确实、管党治党不力、体制机制

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各基层党组织要紧盯重点任务，经常性深入师生，面对面指

导推动。学校党委职能部门要加强协同，对基层落实重点任务进行全面指导督

导。学校党委将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适时开展督促检查。 

哈工大党组[2018]38号  

链接：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3/10141 

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实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加强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的工作方案 

哈工大党组[2018]71号  

为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要求，做好教师党支部

书记党建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培育工程（以下简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结合学校实际，学校党委制定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实施“双带头人”培育

工程加强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的工作方案》。 

链接：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07/10266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3/10141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07/1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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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哈工大新闻网） 

文章链接：http://news.hit.edu.cn/2018/1106/

c1510a216108/page.htm 

三
讲 

精神传统  

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宣讲团成立仪式暨首场报告会举行 

活动现场  

哈工大报讯（商艳凯/文 兰锐 邓德宽 李臻 李臻阳/图）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黑龙江省委关于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有关部署

和要求，近日，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宣讲团组建成立。11月5日下午，宣讲团成立

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活动中心301举行。活动面向一校三区进行同步网络直播。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员祖小明、毕金辉出席成立仪式。校党委书记王树权在成立

大会上发表讲话，校长周玉为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宣讲团揭牌并向宣讲团成员颁发

荣誉奖杯和纪念徽章。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作为宣讲团成员代表发言。 

作为宣讲团成员航天学院王雨三教授第一个走上讲台，动情讲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楷模、老一代哈工大“八百壮士”的杰出代表马祖光院士生前的

“老马驾辕”“为国争光”“三拒院士参评”等感人至深的故事。宣讲团成员中的青年

教职工代表甄玉宝、霍炬、张立辉先后上台，分别讲述了作为我校力学学科奠基人之一

的王铎教授和理论力学教研室潜心育人的故事、“两弹一星”功勋俞大光院士和电工教

研室“铁将军把关”的故事、我校生命科学学科带头人黄志伟教授怀着赤子之心归国报

国的故事。 

宣讲团成员的生动讲述在现场聆听报告的师生中间引起了深刻共鸣和热烈反响。 

http://news.hit.edu.cn/2018/1106/c1510a216108/page.htm
http://news.hit.edu.cn/2018/1106/c1510a21610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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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工大报讯（商艳凯/文 兰锐/图）为进一步推动“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活动，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协、陕西省委联合举办西安

交大“西迁人”事迹巡回报告会，报告团于11月6日在北京举办了首场报告会。11

月20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我校举行。 

报告会前，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海波会见了报告团全体成员，高度评价了“西

迁人”的崇高境界。陈海波指出，西安交大“西迁人”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中国优秀

知识分子听党话、跟党走的深厚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黑龙江省将深入学习

“西迁人”爱国奋斗精神，大力弘扬西安交大“西迁人”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爱

国精神，艰苦创业、玉汝于成的奋斗精神，扎根实际、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公而

忘私、埋头深耕的奉献精神，教育、引领全省广大知识分子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积

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投身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伟大实践，用勤劳和智慧书写好龙江发展新篇章。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刘贵芹，省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申林

出席报告会并讲话。我校党委书记王树权主持报告会。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

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设分会场同步收看报告会。黑龙江省高校师生、科技工作者代

表共1000余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西迁老同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胡奈

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管晓宏，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徐峰，西安交

通大学博士研究生林舒进，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陈媛等6名报告团成员分别作了题

为《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力量》《在祖国的西部扎根开花

结果》《西迁精神激励我们为国为民奉献》《为世界为国家为西部贡献智慧与力

量》《做西迁精神的新传人》《西迁精神，一曲爱国奋斗的礼赞》的报告。6位报

告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用朴素的话语、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交大“西迁人”响应

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现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胸怀

天下的家国情怀、艰苦创业的豪情壮志、矢志奉献的高尚品格，在场师生听了深受

感动。 

（来源：哈工大新闻网） 

文章链接：http://news.hit.edu.cn/2018/1121/c1510a216177/page.htm 

三
讲 

精神传统  

西安交大“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哈举行 

http://news.hit.edu.cn/2018/1121/c1510a21617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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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讲 

典型榜样  

《榜样3》专题节目  

《榜样3》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录制，该节目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

题，通过先进代表访谈、典型事迹再现、嘉宾现场互

动、分享入党初心等多种形式，着力讲好新时代新故

事，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

释党的崇高理想，既展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执着坚守，又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

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

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

生动教材。  

详细内容：http://xuexi.12371.cn/2018/11/09/VIDE1541768281281452.shtml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作为“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钱学森，数十年呕心沥血、攻

坚克难，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

献。他的爱国奉献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国人。  

（来源：共产党员网） 

文章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8/11/VIDE1533989161643622.shtml 

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邓稼先：两弹元勋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

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的巨大力量。邓稼先信守了他

的诺言，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

第九天，他毅然踏上了归国之

路。 

（来源：共产党员网） 

文章链接：http://www.12371.cn/2018/08/08/VIDE1533694620992950.shtml 

http://xuexi.12371.cn/2018/11/09/VIDE1541768281281452.shtml
http://www.12371.cn/
http://www.12371.cn/2018/08/11/VIDE1533989161643622.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8/11/VIDE1533989161643622.shtml
http://www.12371.cn/
http://www.12371.cn/2018/08/08/VIDE1533694620992950.shtml
http://www.12371.cn/2018/08/08/VIDE15336946209929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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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讲 

典型榜样  

秦裕琨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秦裕琨出生于1933年，从小在上海

法租界长大，经历了“身处中国的土地

却与外国人不平等”和“国民党接收上

海之后的腐败”。那时政府无能，时局

动荡，民生寥落，正是国歌里所唱的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国家

和民族的不幸激发了秦裕琨的强国梦想，

考大学时“工业强国”成为他的不二选

择。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 ）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

s/6G4jTuUPxTFqu6pezCveiA 

解密校园“神话” | 哈工大何钟怡教授的爱国奋斗故事 

    在哈工大的校园里，流传着一个“神话”。“神话”的主角名叫何钟怡。“神

话”孕育的地方，是何钟怡老师坚守了一辈子的大学课堂。 何钟怡1937年出生于天

津，1959年从哈工大毕业后服从组织安排，留校当了“小老师”，1960年成为哈工

大的正式教师，后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2007年被授予“全

国模范教师”称号。他将理论性极强的“实验的理论基础”讲成了全校各专业师生

甚至是外校的教授也争相去“蹭”的经典课程。听过何钟怡课的人总会再次走进他

的课堂，正如学生们所说的那样——何老师的课常听常新，百听不厌。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sxu7dMjVdLJLbiEtewUGg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 ）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6G4jTuUPxTFqu6pezCveiA
https://mp.weixin.qq.com/s/6G4jTuUPxTFqu6pezCveiA
https://mp.weixin.qq.com/s/6G4jTuUPxTFqu6pezCveiA
https://mp.weixin.qq.com/s/asxu7dMjVdLJLbiEtewUGg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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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榜样  

品牌特色  

化工学院推行 “十个一”工程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 ） 

    化工学院在全院学生党员中推行 “十个一”工程，即签订一份党员承诺

书，结一个帮扶对子，做好一名带班党员，开展至少一次志愿服务，组织策划一

次学生活动，做一次社会调研，写一篇调研报告，读一本经典著作，写一篇读书

报告，在“红色讲坛”做一次主题演讲，加强党员教育的连续性，注重党员能力

提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文章链接：http://space.hit.edu.cn/

article/2018/11/13/10339 

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 哈工大沈世钊院士

的爱国奋斗故事  

沈世钊院士常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旧社会的苦难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

受。回忆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苦难

深重；每当想起、说起这段历史，总是情绪激动；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家那种

兴奋的劲头是无法形容的。虽然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但大家干劲十足，一心一意要为

建设新中国建功立业。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 ）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AigzYWJTDA31fcPJF6NaA 

javascript:void(0);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13/10339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1/13/10339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KAigzYWJTDA31fcPJF6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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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支部工作案例 

践行“两学一做”：以严实和担

当筑就战斗堡垒  以责任和奉献

彰显先锋模范  

                 ——清华大学 

文章链接：http://zhibu.univs.cn/front/article/show/1/f6809dedd5b611e79b5e5254004dfc45 

如何提高教师支部工作水平 

——北师大的“五步工作法”  

教

工

党

支

部

工

作

案

例 

“三会一课”创新工作案例 

           ——兰州交通大学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TTFRYzcvsSDQlMXhpswAA 

文章链接：http://zhibu.univs.cn/front/article/show/0/cbaa4e06d5b111e79b5e5254004dfc45 

支部工作特色案例  

http://zhibu.univs.cn/front/article/show/1/f6809dedd5b611e79b5e5254004dfc45
http://zhibu.univs.cn/front/article/show/0/cbaa4e06d5b111e79b5e5254004dfc45
http://zhibu.univs.cn/front/article/show/0/cbaa4e06d5b111e79b5e5254004dfc45
https://mp.weixin.qq.com/s/LTTFRYzcvsSDQlMXhpswAA
http://zhibu.univs.cn/front/article/show/0/cbaa4e06d5b111e79b5e5254004df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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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微课堂|三招教您如何别开生面讲党课  

《准则大家学》 

 

组
织
力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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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党课  

第一讲：最熟悉的陌生人  

《给你讲讲马克思》 

第一集：半条棉被  
《习近平讲故事》 

第一集：总论 

https://mp.weixin.qq.com/s/-f1WkR8K8xMLf_BDkGFCzA
http://xuexi.12371.cn/2017/09/11/VIDE1505104805579139.shtml
http://www.12371.cn/special/jjmks/dyj/
http://tv.people.com.cn/n1/2018/1018/c421875-30348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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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细则  

哈工大党组 （2018）58号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党的

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和上级有关要求，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结

合我校实际，修订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细则》。  

链接：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4/10244 

【导读】党的支部委员会和不设支部委员会的

支部书记、副书记每届任期3年。党支部在任届

期满前要主动与上级党委（党总支）沟通换届

情况，一般提前4个月书面报送换届请示。未经

基层党委（党总支）批准，不得延期或提前换

届。对任期将满的党支部，基层党委（党总

支）一般应提前6个月以书面发函通知等形式，

提醒做好换届准备工作。  

一
讲  

组
织
力
提
升 

党务工作基本知识 

大学习·大练兵·大比武 

本期专题学习： 

《党章》脱口而出100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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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全校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能力，按照《黑龙江省贯彻落实<

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清单》（黑高工委联〔2018〕10号）的部署和安

排，学校集中开展了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大学习大练兵大比武”活动。

为了加深学习效果，在持续学上下功夫，今后学习内容将陆续放在组织生

活参考里供党支部学习。 

链接：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3/10142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4/10244
http://space.hit.edu.cn/article/2018/10/23/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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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四学、三讲、一提升”党的组织生活规范化建设及

定期发布《党的组织生活参考》的通知  

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

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推动“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开展，

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切实提

高党的组织生活质量，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打通党建与思想

政治工作“最后一公里”，结合上级最新要求，学校党委将开展“四

学、三讲、一提升”党的组织生活规范化建设，并配套定期向全校基

层党组织发布《党的组织生活参考》。《党的组织生活参考》将结合

实际，按照结构化形式进行发布，引导基层党组织能够根据自身特

点，选用选学有关内容，进一步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形式，丰富党的组

织生活内容，增强党的组织生活活力,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双向深度融

合。 

一、“四学、三讲、一提升”主要内容 

    党支部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中心工作，结合

本单位具体实际开展党的组织生活，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

锻炼，做到有计划、有主题、有学习、有讨论、有共识、有收获，真

正使党的组织生活接地气、重实效。要以规范化为基础，从结构化、

功能性、标准化、仪式感等方面,切实解决党的组织生活“学什么”、

“讲什么”、“怎么做”等问题。重点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抓好四方面带头学习（以下简称“四学”） 

    一是带头学习党章党规。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党

员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重要内容 ，让党员真正掌握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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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和党的工作基本知识，抓好学思践悟，特别是要

深刻理解其中与党员、党支部建设密切相关的内容。 

二是带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及时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与立德树

人、高等教育发展、高校中心工作、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形态、师德师风等相关的重要内容。 

三是带头学习与本单位中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大政方针、最新

国家政策和上级重要部署，紧密结合所在校区、学院、学科、专业实

际，围绕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

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等，引导党员带头掌握中央最新要求，带头了解专

业行业发展最新趋势，带头宣讲好重要政策，带头以“支部+支部”等

模式进行跨支部交流,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发展、交叉共进。 

    四是带头学习学校党委出台的重要文件和政策。教工党支部要组

织党员重点学习有关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重点内容，争做“新时代八

百壮士”；学生党支部应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学生理想信念根

基，学懂、弄通、做实学校下发的学习资料，全面加强党支部建设，

主动学习对标先进典型，引导学生党员努力成为“爱国、励志、求

真、力行”“勤学、修德、明辨、笃行”“六有大学生”的表率。   

2.抓好三方面重点宣讲（以下简称“三讲”） 

    一是重点宣讲好精神传统。深化精神引领有效做法，注重政治引

领，突出学用结合，立足校训精神和本校、本部门、本单位历史传

统，紧密结合校区、学院、学科、专业实际，大力弘扬哈工大人爱国

奋斗精神。加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

船精神、航天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和哈工大精神、马祖光精神等优质精神资源的结合融入，切实将精

神传统宣讲作为党支部的重要任务和党的组织生活重要内容。  

    二是重点宣讲好典型榜样。深化典型引路有效做法，紧密围绕中

心工作，结合“四有”好老师标准、拔尖创新人才 要求、“八百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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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哈工大规格”“哈工大功夫”等，通过党的组织生活主动设

计将“四个合格”融入岗位、融入日常、融入职责的结合点和发力

点，挖掘、培育、选树、宣讲一批身边“两学一做”“最美党员”典

型，完善先进事迹报告会机制和榜样库建设，广泛设立党员育人示范

岗、先锋岗、党员服务站、党员专家工作室等，持续引导全校党员见

贤思齐、争做榜样。 

三是重点宣讲好品牌特色。深化品牌带动有效做法，全面推行“+

支部”和“党建+”模式创新，强化党支部工作全覆盖和党的组织生活

有特色，按照“做合格党员、建合格支部、出一流业绩、创一流单

位”目标，突出“一党委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推动党支部利

用党的组织生活主动设计、完善、固化特色品牌，形成特色抓手，创

新特色经验。 

3.切实抓好组织力提升（以下简称“一提升”） 

发挥好党支部主心骨作用，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政治建

设，强化政治引领，突出政治功能。通过党的组织生活，重点围绕

“教育党员有力、管理党员有力、监督党员有力”设计载体；围绕

“组织群众有力、宣传群众有力、凝聚群众有力和服务群众有力”搭

建平台；围绕“把好政治关、师德关”细化措施，推动每个党支部都

有提升和发挥组织力的具体抓手，确保中心任务到哪里、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渗透到哪里、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服务功能就体现到哪里。 

二、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形式 

    党的组织生活主要形式有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

组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以

及讲党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应当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

炼，以“两学一做”为主要内容，结合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确定主

题和具体方式，做到形式多样、氛围庄重。  

    1.党员大会。党支部党员大会每月至少召开1次，由党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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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党支部书记、支委会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工作需要确定会

议议题。支部党员大会通过的决议，必须有本支部半数以上党员参

加，并经过应到会有表决权正式党员的半数以上的党员表决同意，方

能有效。根据会议内容和工作需要，可以吸收非党员干部或入党积极

分子列席。 

2.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1次，根据需

要可随时召开。必要时也可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吸收党小组长和有关

党员参加。重大问题提交支委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

定。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支部委员参加，否则

不能召开。 

3.党小组会。党小组会是党小组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党员

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小组会每月至少安排1次。党小组会的内

容围绕党委的重点工作和党支部近期工作，结合本小组实际情况确

定，每次解决一两个问题。 

4.党课。党课每个季度至少1次。内容可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

务、党的中心工作，结合本单位党员状况和工作实际，生动地、有针

对性地、形式多样地围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知

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等进行讲授，也可在教学科研一线、工程

现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结合实际讲授微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

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

吸引力感染力。各基层党委（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每年至少为

所在党支部党员讲授1次党课，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课，鼓励身边

的先进模范和普通党员联系实际讲党课。 

5.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是党内政

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

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

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

要逐一整改落实。民主生活会和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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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以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小组会形式召开。党

员领导干部应当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组织生活

会，过好双重组织生活。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定期、随机参加下

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6.谈心谈话。党支部应当经常开展谈心谈话。党支部委员之间、

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1

次。谈心谈话应当坦诚相见、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帮助提高。党支

部应当注重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和出

现重大困难、身心健康存在突出问题等情况的党员，党支部书记应当

帮助做好心理疏导；对受到处分处置以及有不良反映的党员，党支部

书记应当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7.民主评议党员。民主评议党员每年开展1次，一般安排在年底

进行。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

程序，组织党员进行评议。同时，要进一步探索承诺答辩和群众评议

的有效方式，制定针对性评议指标，不断优化评议形式和考核方式，

客观公正评价党员表现。要督促党员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对照

入党誓词、联系个人实际进行党性分析，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的观

念、提高党性修养，帮助引导其自我认识问题，自我改进提高。对党

性不强的党员，立足教育帮助，及时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经教

育仍无转变的，应劝其退党或除名。党员人数较多的党支部，个人自

评和党员互评可以在党小组范围内进行。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员

大会根据评议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情况，提出评定意见。 

8.主题党日。应以单位或学年为单位，每两周自行设置半天党支

部活动日，组织党员在主题党日专门开展“三会一课”、交纳党费、

志愿服务等活动，可以利用“七一”集中开展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等主题活动，利用红色教育基地等开展开放式组

织生活等，使主题党日真正成为党员学习日、党员议事日、党员服务

日、党员奉献日、党员意识日。主题党日开展前，党支部应当认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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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确定主题和内容；开展后，应当抓好议定事项的组织落实。 

三、具体要求 

1.高度重视。推行“四学、三讲、一提升”党的组织生活规范化

建设和发布《党的组织生活参考》是学校党委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要求，进一步指导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具体举措，是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活动的具体抓手，各党委（党总支）要高度重视、精心

谋划、认真组织、全面推行，各党支部要抓好贯彻落实，围绕重点任

务，按时高质量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并及时总结有效做法和经验。基

层党组织和师生党员可将《党的组织生活参考》的意见与建议向党委

组织部门及时反馈。 

2.规范开展。严格落实考勤、签到和请假制度。开展党的组织生

活，出席人数超过应出席人数的1/2时方可召开，在讨论特殊重大事项

时出席人数应达到2/3以上；参会人员如无法参加会议必须提前请假，

并在支部生活记录本上标注请假原因。在召开组织生活会时，参会人

员应提前到会并做好签到工作。党的组织生活要形式多样，氛围庄

重，党支部要在“三会一课”中规范悬挂党旗、党员佩戴党徽。 

3.力求实效。我校目前党支部建设模式有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

部、师生联合党支部等。各党支部或党小组应结合自身特点开展符合

实际的学习教育活动，突出政治学习和党性锻炼，坚决防止表面化、

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力戒形式主义、不搞“千人一面”“千篇

一律”，也不搞“老生常谈”。党支部要将年度学习计划、“三会一

课”和主题党日安排等写入党支部工作计划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核备

案，如实记录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情况，对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参加组

织生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教育，促其改正。基层党委（党总支）要

对党支部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情况经常性进行指导检查，对不经常、不

认真、不严肃的，要批评指正，情况严重的，要采取整顿等措施，进

行组织处理。 



 

      如果您在使用《党的组织生活参考》时遇到了问题,或者您

对我们的工作有任何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 zzbdj@h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