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と二重ゴ月了
上至

==天
下

近委高邁 〔2017〕 4号

中共通宇省委高校工委特友 《美子戸格党的
狙須生活制度的意見》的通知

省内各高校党委:

現格省委亦公斤印友的 《美子芦格党的姐須生活制度的意

几》(I委亦友 〔2017〕 15号 ,以下筒称 《意見》)特友全体イ11,

清汰真学コ頷会,切共貫御落実

《意見》足芦格高校党的俎奴生活制度的重要文件,足推

逃高校 “西学一倣"学 コ教育常恣化tll度化的重要措施,足推

逃高校仝面炊芦治党的重要載体,対か張高校党的基晨俎鉄規

疱化建浚具有重要意文。結合高校党建工作共昧,省委高校エ

委就落実好 《意見》精神,提出女口下四項要求,情一井貫御落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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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俎鉄頷早。党的俎鉄生活足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

内容和載体,足党俎須対党貝逃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重要形式。

仝省高校各象党俎須要深入学コ貫御コ近平′こギ泥系夕1重 要琲

活精神和治国理IEX新理念新思想新哉略,貫御落実党的十八届

六中仝会精神,以党章わ 《美子新形勢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千

准只1》 力基本遵循,声格机行党的俎須生活制度,促逃党内IEA

治生活仝面カロ張和規疱,増強党的先逃性和先浩性,浄化和修

隻政治生恣,カミ宇オL実推逃振米友晨、仝面定成小康社会提

供堅張的俎須保江。仝省高校各須党俎須ギ泥要履行取責,把

声粛和規疱党俎鉄生活作カカロ張利政逃党員教育管理的一項基

拙性工作来机,明碗分工,落央責任,孤緊机好。

二、強化日常管理。仝省高校各須党須鉄要素密結合央昧,

精Jむ 没汁俎鉄生活,tll定俎鉄生活汁支1,注 重IEX治性,増 張吸

引力,在提高俎須生活反量上猥下功夫。要カロ張党貝俎鉄美系

管理,碗保毎企党貝都納入党的一介基晨俎須的管理え中;地

仇配張基晨党俎須ギ泥,碗保党的俎須生活有人机、有人管。

要堅持 “二会一深"、 民主生活会和俎須生活会、淡′む淡活、

民主坪洪党貝、党日、双重俎鉄生活、清示報告、変常性提醒

オ)ヒ坪等俎須生活tll度 ,着力解決党的俎鉄生活不姪常、不規疱、

不芦粛、随意化、庸俗化、平淡化等同題,把毎企党支部、毎

名党貝管起来,使党的俎須生活真正芦起来、実起来、規疱起

来,増 強党自我浄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要か張対党的俎須生活的声格管理,象ゲ俎須生活+1度 的声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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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次真倣好俎須生活的泥永,格活功情況規疱填写至1《党支

部工作泥永本》中。

三、強化IEX治属性。基晨党俎鉄足我イ11党 机攻的根基,具有

鮮明的IEX治属性。芦格党的俎須生活寺1度 ,要突出IEA治性,旗

収鮮明地琲IEX治 ,牢固村立IEA治 意沢、大局意沢、核′む意沢、

看芥意沢,自 党在思想上IEA治 上行功上同以コ近平同志力核Jむ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突出規疱性,堅持思想定党、俎須建

党、tll度 治党相結合,声格林准、完善規定、仇化程序,象ヂ

党的俎鉄生活tll度 的枚威性,使依規治党在党的俎須生活頷域

得rll更好落共;炎出埜常性,友拝党支部的主体作用,把党的

俎鉄生活々党貝教育管理監督相結合,奄1新俎鉄生活的内容形

式、途径亦法,融入日常、孤在埜常,■党員在俎須生活的熔

が中接受鍛燎、増強党性、百煉成佃;突出示苑性,注重以上

率下,机住 “美錠少数",推功高校頷早机美和党貝頷早千部

増張自律意沢、林粁意沢、表率意X,友拝示疱帯功作用,推

功党的俎鉄生活落地生根;突出哉斗性,声 明党的妃律,堅持

真理、修正錯浜,勇 千升展llL汗和自我批坪,使毎企高校党俎

須都成力激法揚清的哉斗堡全,使毎企党員都成力扶正法邪的

哉斗員。

四、強化指早督査。各高校党委要逃仇配張基晨党俎須ギ

泥,碗保党的俎須生活有人机、有人管。要整坂軟弱澳散基晨

党俎須,推逃軟弱澳散基晨党俎須特化升須,使毎企基晨党俎

須都張起来,成力教育党貝的学校、困結群炎的核′む、攻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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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堡全。要健仝基晨党俎鉄接期換届提醒督促机tll,指早基

晨党俎鉄接期換届,建張党俎須、激活俎鉄力,力芦格執行党

的俎鉄生活制度提供俎鉄保障。省委高校工委杵定期指早栓査

仝省高校各象党俎須的俎鉄生活情況、党貝飯早千部参カロ基晨

党俎鉄的俎須生活情況,把党的俎鉄生活tll度仇行情況納入高

校鏡数管理的内容,作力坪じヒ先逃党俎須的重要依据。各高校

党委要か張対所属党′も支 (分党委 )、 党支部落実俎鉄生活tll

度情況的栓査督早,保江党的俎須生活的正常汗展。要晨晨落

共責任,摘好俎鉄管理,か張分美指早,強化督査同責,碗保

党的俎鉄生活仝覆益、起作用、有共数,推功仝省高校党的俎

須生活制度常恣化K妓化。

各高校制定完善実施如只1以及貫物仇行中的重要情況和建

洪,清及叶扱省委高校工委。

中共モ宇 委員会

ミ宇省教育灯俎鉄部似文 2017+4n26A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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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委亦友 〔2017〕 15号

中共通宇省委亦公庁印友 《美子戸格

党的狙娯生活制度的意几》的通知

各市委,右委各部委 ,右 (中 )二各党姐(売姜),各人民国体党象 :

《美子芦格党的姐象生活制度的意見》6後右委額子同恙

同意 ,現印友給体佃 ,清猪合共隊快鼻貧物落実。

中共通 宇右委 赤 /AL斤

2017キ 4月 7日

★

〔此件友至晏(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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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芦格党的狙奴生活制度的意見

党的姐奴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載体,是党

盤象対党員辻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重要形式。党章規定,毎今

党員,不発駅券高低,都 必須端入党的一企支部、小鍾或其

化特定盤象,参加党的姐象生活,接 受党内外群A的 監督 6

《美子新形勢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千准スl》 (以 下筒称 《准

ス1》 )対芦格党的象象生活制度作出系統規定、提出具体要

求。当前,全省党的姐飲生活状況恙体是好的,仁八一些地

区わ単位的実践看,水 中央巡視 “口共看"反債意見及遅宇

拉票賄逸業反映河題看,迩存在着不姿常、不規疱、不芦

粛、随意化、庸俗化、平淡化等円趣。有的党姐象常年不汗

晨姐飲生活,一 些党員長期洋高千盤象え外3有 的領早千部

対辻双重象象生活鉄え 自党,没有形成ヨ慣;有 的用立券エ

作会洪代春姐象生活会,甚至会洪泥泉弄虚作候;有 的把党

的鯉飲生活等同子群囲活勁或文体活勁,迫求趣未性、娯 /f.

性;有 的民主生活会和象象生活会把 自我批汗交成 自我表

揚、把相互批坪交成相互吹棒,等 等.力 切共落共全面よ芦

治党要求,堅持河題早向,汗格規疱党的盤鉄生活,根据党

章わ 《条例》及党内有美規定,現就芦格党的象象生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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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力下意几。

一、患体要求

1。 指子思想。4_・ 面賞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

島克恙/11宇 主え、毛澤末思想、メド小平理奇、 “二企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友展現力指早,深入学コ貫御可近平′ヒギ泥

系ダ1重 要排活精神
～

治口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裁略,着 眼増

強党自我を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

党的領早水平わ執政水平、増張拒腐防交和抵御八険能力 ,

全面加張わ机疱党内政治生活,戸格執行党的姐駅生活制

度 ,提升境界、解決日題,増 強党的先邊性和鈍浩性,浄化

和修彙政治生恣,力 通宇札共推辻振米友晨、全面建咸小康

社会提供堅張的俎象保逓。

2.基本原ЛJ。 堅持突出政治性,旗 帆鮮明地琲政治 ,

増強政治意沢、大局意沢、核
`む

意沢、看芥意惧,自 党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効上同以コ近平同志力核′む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突 出規疱性,把 思想建党、姐鉄建党、制度治党錯合

起未,芦格林准、完善規定、化化程序,彙ゲ党的象奴生活

制度的杖威性,在 党的姐象生活頷域更好地落共依規治党 ;

突出姪常性,友拝党支部的主体作用,把党的姐象生活寺党

員教育管理監督錯合起来,tll新 党的姐鉄生活的内容形式、

途径亦法,融入 日常、机在径常,■党員在党的姐鉄生活的

熔サ中接受鍛燎、増強党性、百涼成佃;突 出示疱性,以 上

-3-



率下,孤住 “美健少数",推 功頷早机美わ党員頷早千部増

強自律意沢、林梓意惧、表率意沢,友拝示疱帯勁作用;突
出哉斗性,声 明党的妃律,堅持真理、修正措浜,勇 千牙晨

批汗和 自我批坪,把毎今党姐象都建没成力激法栃清的哉斗

堡皇,使毎企党員都成力扶正機邪的哉斗員。

二、堅持党的鯉製生活制度

3.鰭持 “二会一慄"制度。“二会一深"是 党支部升晨

姐鉄生活的基本形式,必須突出政治学コわ教育,突 出党性

鍛燎。党員必須参加党員大会、党小姐会和上党深,党 支部

要定期召升支部委員会会洸。支部党員大会一般毎季度召牙

1次 ,主要内容足:借迷貫物上象党象象央波tFL示 、友展党

員、邊行党内地挙、表彰和充分た畳党貝、折取支部委員会

報告工作、廿邊和決定其他重大同題。村、社区党貝大会要

対村、社区事券中的重大事項辻行常袂。党支部委員会会洸

一般毎月召升 1次 ,根据需要也可随叶召升,主要内容是 8

研究提出落実上級党姐奴部署任券和支部党員大会決定的具

体措施,碗 定提交支部党員大会廿籍決定的事項,■邊炎理

支部 日常工作。党小姐会一般毎月召升 1次 ,主要内容足 .

姐象党員学可交流,晰取党員思想工作江報,廿透党券工作

事項,研究執行支部決定和工作任券的具体亦法。党支部一

般毎季度至少_4■ 象党員折 1次 党渫,計党員避行党的基本理

発、基本舛沢,党 的路銭方針政策わ党性党八党妃教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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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ギ泥毎年至少琲 1次 党渫,党 員頷早千部要定期至1基晨

党姐雰琲党慄。

4。 墜持民主主汁会わ象奴生活会制度。党貝頷早千部

民主生活会毎年召升 1次 ,一般安羽卜在第四季皮,由 上象党

鯉駅坑一碗定主題。頷早班子過到重要或者普邊性同題,出

現重大決策失滉或者対突友事件史五失当,姪先律栓査、巡

視、巡察わ常汁友机重要日題以及友生逹妃逹法条件等情亮

的,皮 当寺同召升民主生活会,及叶剖析整茨。象象生活会

以党支部或党小鍾力単位召升,一般毎半年召升 1次 ,由 上

吸党姐象作出安羽卜.曰 統解決党性党八党妃和作八方面存在

的同題,碗 定姐鉄生活会主趣。没支部委員会的党支都要先

行召升支部委員会会袂,升展批汗わ自我批汗,査援支部非

子及成長存在的日趣9提 出整攻清単,在此基機上召升党員

大会,通根支部委員会対照栓査情況,井須鉄党員逃行党性

分析,升晨民主汗メ,不没支都委員会的党支部可宣接召升

党員大会。召汗民主生活会或姐奴生活会,会前要声た折取

意几、深入淡ピむ交
'む
,会上要汰真査櫻同題、深刻剖析同題

根源、明碗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政落共。上吸党姐鉄頷

早班子咸員要参加下吸党鯉鉄飯早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姐妹生

活会,友現同題及 Ht多1工 。

5,螢持速ぶ撲鸞制度。党象駅頷早非子成長え日、班

子成長が党員え日、党興和党員え日要牙展径常性的淡′む淡

-5-



活,坦減相兄,交 流思想,交換意見。党貝頷早千部要帯共

淡,党 委 (党 姐)主要女責同恙和班子成長必淡,班子成長

相互え同必淡,非子成長和分管部 11、 単位主要負責同志之

同必淡。対存在日趣的頷早非子,上坂党盤象要有分対性地

牙展淡′む淡活,一次淡不好就多次淡。領早千部也要接受党

員、千部釣淡。基爆党塩奴要釆取企男1淡活、集体座淡等方

式,有姐象地升展淡′む淡活活劫。党支部ギ泥毎年有支部党

員淡′む淡活不少千 2次 ,対外出流功党員,釆取屯活洵通等

途後,了 解思想和ェ作情死,嚇 取意見わ建洸3対 困准党

員、年老体弱党員上11淡 ′む,主勁美悴,扶介希困。

6.墜持民主汗惧党員制度。民主汗洪党員錯合党支部

年度俎象生活会邊行。党員一般皮接照党_2■ 鉄束属美系,参
加所在党支部的民主坪洪。接照企人自汗、党員互汗、民主

測汗、鯉象汗定的程序,対党員邊行汗洪。党長人数較多的

党支部,企人自汗和党員互汗可分党小姐辻行。督促党員対

照党章規定的党員林准、対照入党誓綱、咲系今人実膵逃行

党性分析,強 化党貝意沢、増強党的現念、提高党性修赤。

党支部鰊合民主汗袂情光和党員日常表現,接 照伐秀、合

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碗 定党員汗挑等次。参加民主生活

会的党員頷早千部,可不参カロ民主汗洸。預各党員参カロ民主

汗袂,仁不坪定等次。対坪ヵ伐秀等次的党員,党支部通辻

適当方式邊行表勧。上級党象鋲表彰伐秀党員,一般泣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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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坪力仇秀等次的党ス中声生。対平力合格等次党員,マ |

早其向仇秀党員学コ,不 断提升自己。対汗力基本合格等次

党員,党支部ギ泥要々其淡活,芦粛指出不足,帯 助改正鉄

点。対汗力不合格等次党員,及 nf逃行批汗教育,根情其表

現和恣皮,来 取限期改正、幼退、除名等方式逃行象鉄

史豊。

7.墜持わえ善党日制度。以市、姜 (市 、区)或 基晨

党委力単位,結合本地区、本部 11、 本単位共膵,毎月相対

固定一人作力党日,用 千党支部升晨姐象生活、逃行党的教

育、召升党的会袂、処理党券工作、党員交熱党費.党 日以

党支部力単位姐象升晨,支部党員大会、党小姐会、党渫和

姐鉄生活会可安劇卜在党口逃行。要突出党口活劫的政治性 ,

根据不同頷域党姐象功能定位,指早希助党支部碗定党日主

題,策刻没十姐鉄生活 “菜単",碗保毎次活勁都有共反性

内容。党曰当夭党員要接規定自党足額交嫡党費,党支部要

及叶填写 《中国共声党党員党費逓》《中国共声党党員党費

ll■ 数簿》。

8。 些持双董姐奴生活制度。党員頷尋千部魔妥参加頷

早班子民主生活会,述妥以普逍党員身倫参加所在党支部或

党小姐的
‐姐象生活会,秋板参加学ヨ廿力,江扱思想情光 ,

升晨批汗わ自我批汗,接 受党姐象和党員的監督。党支部或

党小姐升晨党的活載,石 汗姐象生活会,鹿提前通知党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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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千部倣好准各,接 叶参か。党員頷早千部因故不能参加鯉

奴生活的,要 向所在党支部或党小姐清仮。対未按規定参加

姐双生活会的党員頷早千部,本級党委春上坂笙奴部 11要 釣

淡提醒、督促改正。

9・ 鰭持清示損+制 度。基属党姐象要女口実向上吸党須

象靖示報告工作、反映情呪、分析同題、提出意見わ建袂。

毎年党支部班子要通辻支部党員大会或象象生活会被告年度

工作,包 橋本年度完成工作任券和支部建没、上年度鯉駅生

活会整政落共等情苑,接受党員汗袂。党員一般毎半年向党

支部涯扱一次自己学コ、思想
～

工作情況,自 党接受党_4■ 駅

的教育管理監督。党員領早千部必須強化鯉奴現念,工作中

重大同趣和今人有美事項必須接規定接程序 向姐象清示損

告,高升蘭位或ェ作所在地要事先向塩夕清示扱告。対元正

当理 由不接叶扱告、不如実撤告或聰晴不恨 的,要 戸粛

処理。

10.些持姪常al■提醒われ汗制度。基晨党鍾奴要対不姿

常参カロ姐線生活、不接期交幼党費、不汰真完成党姐駅交井

任券、党員意沢和党的意沢淡化、先鋒模疱作用友拝不好的

党員,及 叶辻行提醒中希助。党員領早千部要姿常升展批汗

和自我批澤,政千正祝、深亥1剖 析、主勁改正 自己的鉄点錯

浜;対 同志的快点備滉鹿当敢子指出,都 助唆邊,■史耳社

袖、生胎出汗咸力常恣。理到重要日趣或普邊性同趣需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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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批汗和自我批汗Ht,及 Et召 升生活会,把事情悦清楚、淡

透御,速党員千部ヨ慣在相互提醒和批汗中裁歩,使党内生

活更か健全、更か健康。

三、完善保障措施

11.か畿売員姐奴美ネ管理。接照便子党員参か活功、

党俎鉄友拝作用的要求,在各美基晨単位中科学会理没五党

支部。健全防止党員失躾的長妓机制,以 党支部力単位,毎

年升晨一次党員盤堺美系集中帯査。理順党員姐飲束属美

系,倣好党員姐駅美系接靖工作,碗保毎今党員都熱入党的

一李基晨姐象管理え中。

12.4化 酪張基晨党姐象キ泥。接照党性諷、能力強、

改革意惧張、服分意沢張、政千担当的要求,逸配好基属党

姐象領専班子特昇1足基晨党姐象ギ泥,碗保党的姐奴生活有

人孤、有人管。注重友拝去級党校和培り1机杓作用,有十刻

地対党支部ギ・IL逆行蛯サ|,稲 助他イil掌 握工作方法,提高姐

鉄牙晨党的盤堺生活能力。邊一歩友拝好夕慎 (街道)基晨

党建工作指早靖作用,か 71具体指早和眼踪督査,推勁党的

姐駅生活各項制度落共落地。

13.基坂枚弱決傲基晨党姐象。以晏 (市 、区)力 単

位,毎年対基晨党姐駅逆行一次客現汗借、分炎た象9対軟

弱決散基晨党姐夕及叶逃行整坂。堅持因地制宜,分炎指

早,采取逸派 “第一ギ通"、 錯対希扶、部 11却 扶、派駐指

-9-



早姐等措施,推邊軟弱澳散基晨党姐塚織化升坂,使毎李基

晨党姐鉄都張起来,成 力教育党員的学校、日錯群A的 核
′む、攻堅克准的堡皇。

14.指子基晨党盤奴装期換属。現固基晨党姐象接期換

届寺項栓査工作成果,健全基晨党象象接期換届提醒督促机

制,指早基展党姐奴戸格執行換届規定,使基晨党姐象任期

制度、換届逃挙制度真正芦起来、落下去,建 張党姐象、激

活姐象力,カー戸格執行党的現象生活制度提供鯉象保障。

15.建没宥恙化党建千台。大力推片 “互咲口+党 建"

倣法,建没全省党貝管理信息化系坑,探 索打破単位、行

上、地域界限,拭行党員盤奴美系一方兼属、参加多重生象

生活模式,釈板ォ晨体験式、牙放式、互勁式党内活勁,用

好 “西微一端",建好口上党支部,須奴党員口上学マ、在

銭培り1、 互功交流,使升晨的活勁党員應意参か、琲的道理

党員應意接受,力 求一企基晨党支部就有一今党員群企示子

参考、充満正能量的口絡互勁平台。

四、加張組象領尋

16.晨晨落実貴任。各市委、省委各宣属党工委要把戸

格党的姐駅生活作力落実全面よ芦治党要求、戸粛党内政治

生活的重要Л手,作力基晨党建工作述駅汗洪考核的重要内

容,納 入頷早班子奉頷早千部工作其続考核中,撲在重要位

五。各具坂党委要友拝美錠作用,強化領早わ具体指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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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作力量,加 張督促わ指尋把美。各坂党委姐象都 11要 把

責任担起来,机好具体姐奴実施工作,推勁仝面よ芦治党向

基晨延伸,実現党的盤鉄生活制度常恣化、長技化。

17.稿好姐象管理。市、晏両坂党委俎象部 11妥 錯合共

捧,毎年制定落実党的盤鉄生活制度年度工作要点,大其机

好俎象実施。基晨党委要建立汁剣級各、現場指早等制度 ,

毎年制定党支部升展盤象生活指早方案,各党支部制定年度

升展姐鉄生活汁刻,扱上坂党姐鉄各案;基晨党委要派人夕1

席参カロ党支部姐象生活,か 張工作指早。市、姜西吸党委姐

ふ部 11或 省委宣属党工委要坑一規疱党支部盤象生活泥承

本,党支部要明硫寺人負責泥彙,健全相夫磐案,実 施泥

共、痕述化管理。

18。 か張分美指子。各象党姐象既要芦格落共中央及省

委的政策規定,又要充分考慮不同飯域、不同行上、不同単

位的特点,結合共膵カロ張分美指早,対組雰生活的内容安

絆、象象方式等提出具体要求。対ヨト/Ak有 制姪済象象和社会

須象,可 因企制宣、因閃制宣,員 活安羽卜姐象生活,対水民

工、高校半上生等群体中的流勁党員,可就近就便升展鯉駅

生活;対年老体弱党員,既要体現八芦要求,又要考慮共隊

情況,以遺当方式姐奴汗展姐奴生活。堅持一企領域一企頷

域推避,一 項制度一項制度落共,碗 保党的姐鉄生活全覆

蓋、起作用、有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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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薇化督査同貴。各坂党委姐欽部 11毎年要抽査党支

部須堺生活制度執行情況,基晨党委要対所属党支部執行党

的姐鉄生活制度情光邊行条常性督促栓査,毎年至少逃行一

次全面栓査,対盤象生活制度不健全、執行制度不規疱,姐

鉄生活贋量不高、会袂泥呆弄虚作仮的党象象,責今限期整

政,情市芦重的要通扱批汗、迫究責任。対元故不参カロ姐タ

生活的党員,及吋筆予批坪稲助 ,対元正当理由逹致 6今月

不参加党的_41鉄 生活,或 不交幼党費,或不倣党所分配的エ

作的党員,接 自行脱党炎理 .

中共通 宇省 委亦公斤

―- 12 -―

2017年 4月 7日 印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