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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委员会文件 
 

植保党〔2017〕29号 

 

 

关于印发《植物保护学院 2017 年党支部书记

集中轮训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升党支部书记

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根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年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实施方案》的

通知（党办发〔2017〕19 号）及年初校党委、学院党委关于党

支部工作实务培训有关部署，学院党委制定了《植物保护学院

2017 年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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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院 2017 年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 

实施方案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年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实施

方案》的通知（党办发〔2017〕19 号）及年初校党委、学院党

委关于党支部工作实务培训有关部署，结合植物保护学院实际

情况，现将 2017 年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一、轮训目的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提高党支部书记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务工作能力，切实

提升党支部服务科学发展、服务中心工作、服务党员群众的能

力和水平。 

二、轮训对象 

全院党支部书记 

三、轮训时间 

2017 年 10 月-12 月集中进行 

四、轮训内容 

轮训主要围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组织观念、纪律

观念、群众观念、法治观念进行。着力引导教职工党支部书记

践行“四个相统一”，引导学生党支部书记做到“四个正确认识”，

自觉担负起“四个服务”历史使命。集中轮训的重点内容是： 

（一）十九大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

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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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为重点，学习贯彻、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

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讲话、批示和指示精神。 

（二）党章、党规、党的基本知识。以十九大修订党章和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为基本教材，同时要学习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引导党支部书记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懂规矩、

守纪律、明底线、知敬知畏，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党支部基本职责和工作方法。以党章关于党的基层

组织基本任务和党中央关于党支部建设的基本要求为培训重

点，同时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今年教育部党组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和《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

部建设的意见》及学校印发的《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

党支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通过培训，使党支

部书记进一步明确基本职责任务，明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明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的基本要求，发挥党支部书记的“主心

骨”、“领头雁”作用，掌握开展党支部工作、落实党建工作重

点任务的基本方法。教职工党支部书记以提高党员履职尽责能

力为理论学习重点，学生党支部书记以如何进行党支部换届、

发展党员、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等工作及党支部建设的重要

工作方法为实务工作培训侧重点。 

（四）党支部组织生活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式。以《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关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

度相关规定为培训重点。主要以“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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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党日、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和向党组织请示报告制度为

重点，使全体党支部书记懂得怎样组织开展这些党的组织生活，

如何防止组织生活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倾向。教

职工党支部书记侧重于党支部生活的规范化、如何围绕中心工

作促党建，学生党支部书记侧重于“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

主题党日、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党支部生活的规范化及

如何提高党支部活力、吸引力。 

五、轮训安排 

本次轮训工作由党委组织部牵头，由学院党委组织实施。

采取清单式、标准化、针对性课程设置，坚持问题导向，将政

治理论培训与党务工作实务培训相结合，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培训专题 

轮训内容：1.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治国理政新思

路学习专题；2.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

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学习专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和任

务；落实高校思政会精神，开创思政工作新局面学习专题。 

轮训组织：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党

校组织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和任

务”专题学习。其他专题由学院党委 依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干

部培训平台组织集中学习。 

轮训时间：11 月底前完成。 

轮训方式：党课专题辅导、网络课程集中学习。 

学时：5学时。 

（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专题 

轮训内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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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训组织：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党

委研工部、党校组织开展。 

轮训时间：10 月下旬—12 月上旬。 

轮训方式：党课专题辅导。 

学时：4学时。 

（三）党章、党规和党的基本知识学习专题 

轮训内容：1.全面解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2.强化党内监督 依规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解读；3.《党的辉煌历程与基本经验》学习专题。 

轮训组织：学院党委依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平台

组织集中学习。 

轮训时间：11 月底前完成。 

轮训方式：网络课程集中学习。 

学时：6学时。 

（四）党支部基本职责和工作方法 

轮训内容：1.理论学习专题：《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

标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中

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党支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等相

关文件；2.党支部建设实务工作培训：《如何做一名优秀的高校

教师党支部书记》、《支部建设的 1333 工作法》、《基层党务工作

一点通》。 

轮训组织：理论学习专题，由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学工部、

党委研工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党校组织开展；党务实务工作

培训依托高等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平台由学院党委组织集中学

习。 

轮训时间：理论学习专题 12 月中旬完成，党支部建设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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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培训 11 月底前完成。 

轮训方式：党课专题辅导、网络课程集中学习。 

学时：6学时。 

（五）党支部组织生活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 

轮训内容：1.先进党支部观摩学习专题，以观摩研讨先进

党支部组织生活为主。从学院党委先进党支部中选出教职工党

支部、学生党支部典型进行观摩学习。观摩学习主题从以下内

容中任选 1个或多个进行，包括党支部政治理论学习制度、“三

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

度、谈心谈话制度等，鼓励各学院党委相互观摩学习和研讨交

流；2.正反面典型教育，观看《榜样》专题节目。 

轮训组织：由学院党委根据内容要求组织实施。 

轮训时间：先进党支部观摩学习专题 12 月中旬前完成，正

反面典型教育 11 月底前完成。  

轮训方式：情景模拟教学、观影教学、交流研讨。 

学时：6学时。 

（六）党性（党务）实践与志愿服务 

轮训内容：党性教育和党务工作实践，赴红色教育、法制

教育、科普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开放访

学；设计实践主题，组织师生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社会实践（调

查）、志愿服务等活动。 

轮训组织：学院党委负责组织实施。学院党委今年已开展

的党支部书记党性（党务）实践教育计入集中轮训学时。 

轮训时间：党性（党务）实践 11 月底前完成，志愿服务寒

假期间完成。 

轮训方式：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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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8学时。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开展党支部书记培训，是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支部基本职责和工作方法、党支部组织生活基本内容和

基本形式、党性（党务）实践与志愿服务专题要组织支部委员

共同参加培训。 

（二）创新形式，注重实效。集中轮训要根据党支部书记

岗位特点分类指导，灵活多样、讲求实效，切实增强吸引力和

感染力，确保党支部书记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党课专题

辅导和党支部书记实务培训要做到“书记讲给书记听、书记做

给书记看”，学院党委书记要带头讲课。网络课程学习要集中统

一组织，确保人员、时间、内容、任务四落实。 

（三）严格纪律，确保质量。为保障集中轮训工作落实落

细，严格执行各项轮训安排，学院党委要按学习内容集中组织

开展并加强督促检查。集中轮训结束后，学院党委组织实施对

党支部书记进行应知应会测试。对培训结束未达到规定学时及

应知应会测试不及格者，学院党委安排进行补训。 

（四）强化宣传，营造氛围。为推进轮训工作顺利开展，

学院党委要积极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及时做好轮训工作好经验、

好典型的宣传报道。 

 
 

抄送： 赵忠常务副书记    

植物保护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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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院 2017 年党支部书记轮训安排 

备注：网络在线培训使用各单位处级领导干部在线学习平台账号，组织党支部书记进行集中统一学习。 

《榜样》观影网址：http://xuexi.12371.cn/special/bangyang2016/。 

培训项目及主要内容 时间 培训方式 学时  承训组织 
课程题目：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治国理政
新思路 

10 月底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1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集中组织学习 

课程题目：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11 月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2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集中组织学习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教工支部书记） 9 月 党课专题辅导 2 
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
党校等组织开展 

课程题目：落实高校思政会精神，开创思政工作新
局面（学生支部书记） 

11 月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1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集中组织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专题 12 月上旬 党课专题辅导 4 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宣传部、党校组织开展 
课程题目：全面解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11 月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2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集中组织学习 

课程题目：强化党内监督 依规从严治党——《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解读 

11 月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2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集中组织学习 

课程题目：党的辉煌历程与基本经验 11 月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2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组织集中学习 

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专题（教工支部书
记）  

12 月中旬 党课专题 2 
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教师工作部、党校组织
开展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学习专题（学生支部书
记） 

12 月中旬 党课专题 2 
党委组织部会同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
党校组织开展 

党支部建设实务工作培训（网络系列课程） 11 月 
网络在线 

（小班授课） 
4 学院党委依托网络平台集中组织学习 

先进党支部观摩学习专题 12 月中旬 
情景模拟 
交流研讨 

4 学院党委组织开展 

观看《榜样》专题节目 11 月 正反面典型教育 2 学院党委组织开展 

党性（党务）实践与志愿服务 
党性实践 11 月、志
愿服务寒假完成 

实践教学 8 学院党委组织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