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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 
 

鲁体院党字〔2019〕41号 

  ★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党支部： 

按照省委教育工委有关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就做好

我校 2019 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述职对象 

全校各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 

二、述职形式及时间 

党总支书记的述职由学校党委组织，采取现场述职和书面述

职相结合的方式（二级学院党总支进行现场述职，其它党总支提

交书面述职报告），述职评议考核会议拟定于 2020 年 1 月 8 日

（星期三）下午召开（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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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的述职由各党总支组织，有关程序参照党总支书

记述职安排进行，于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之前完成。 

三、述职内容 

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述职评议与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同步开展，党总支书

记、党支部书记的述职报告应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述职的重点内容 

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各项要求，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带头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情况。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

责任人责任，督促班子成员认真履行分管责任和“一岗双责”情

况；带头组织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实主题

教育各项任务、推动专项整治情况；落实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党

内监督工作情况。 

2.加强政治建设情况。从严抓实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执行六项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

生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 

3.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

一责任人责任，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改进作风，严肃惩治腐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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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落实上级和学校党委要求，

强化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巩固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做好统战和宗教工作，尤其是抵御非法宗教传播

和邪教势力渗透工作情况。 

5.中央巡视、省委巡视以及学校党委、纪委强调指出的问题

整改情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情况。 

（二）抓基层党建述职的重点内容 

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点围绕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

精神，以及高校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有关要求，着眼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推动基层党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进行。突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党组织书记担当作为、履行

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解决

基层党建突出问题的情况，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破解

党员发展和管理难题、组织党员“双报到”为民服务、解决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中梗阻”问题等情况，以及党建品牌创建、党建

突破项目、破解基层党建重点难点问题等情况。 

2.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查摆分析本总支、支部在履行抓基

层党建工作责任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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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根据查摆的问题，提出2020年加强

基层党建的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明确要

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采取的主要推进措施，以及党组织书记牵

头推动落实的任务。 

对上年度发现或反馈的基层党建方面的问题没有整改到位

的，本年度确定的重点任务没有完成的，要在述职报告中逐一说

明原因。 

四、述职评议方法步骤 

（一）组织开展自查评估。结合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自查和基层党建

重点任务、党建突破项目完成情况自查评估。同时，把自查评估

中发现的问题列入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清单，积极推动整改落实。 

（二）扎实做好调研工作。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要深入师

生群众，多方面、多形式听取师生群众意见建议，联系自身实际，

认真梳理分析上年度整改措施、今年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和学校党建督导反映的问题，对履职尽责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

行梳理总结，找准存在的问题不足，为述职做好准备。相关调研

要与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研

判，防止增加基层负担。 

（三）认真撰写述职报告。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参加述职

的党组织书记要围绕述职评议重点内容，认真撰写述职报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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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职责摆进去，多从主观上找原因，切实提高述职报

告质量。 

报告内容分三部分，一是履职情况(包括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两部分)，实事求是地反映开展工作情况，

要讲清楚抓了什么、为什么这么抓、取得的成效；二是存在问题

和原因分析，查摆问题要深要具体，原因分析要实要透彻；三是

下步工作措施，要聚焦问题，落到实处。履职情况篇幅不超过1/3，

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篇幅不少于 1/3，总结工作和下步打算部分

不超过1/3。党总支书记述职报告3000字左右，党支部书记述职

报告2000字左右。 

（四）严肃开展述职评议。学校党委听取党总支书记述职，

各党总支听取所属党支部书记述职。在听取述职时要坚持严实标

准，逐一进行点评，点出存在问题、指明努力方向，防止一团和

气。特别是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

果、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要严肃指出、督促整改。 

（五）严格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学校党委和各党总支根据

平时掌握情况、调研了解情况等，对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2019

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情况形成评价意见，并按

照 “好”、“较好”、“一般”、“差”分别确定等次，评价为“较好”

或以下等次的应占一定比例，防止“干好干坏一个样”。抓基层党

建工作情况将作为评先评优、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评价

为“好”的，年度考核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对评价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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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要进行约谈、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要依据《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及省委实施办法进行严肃问责追责。 

（六）抓好整改落实。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要认真梳理分

析自身查摆、集中调研、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考核反馈指出的

问题，列出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形成 2020 年基层党建工作任

务一览表，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五、述职评议工作安排 

（一）各党总支书记述职评议考核 

1.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

基础上撰写述职报告，党总支述职报告要经党总支会议集体研究，

并报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审核把关签字后，于2020年1月3日（星

期五）前连同《山东体育学院党总支党建工作特色亮点与主要问

题》（附件1）一同报送党委组织部（参加现场述职的连同PPT一

起），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dtyzzb2005@163.com。述职报告要在述

职评议会前3 天上传至学校内部办公网，供参加测评人员查阅，

作为考核测评的依据，要根据格式要求（附件 2）进行排版并认

真校对。 

2.党总支述职会议以党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召开，参加会议人

员范围：学校领导，学校纪委委员，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党总

支书记、副书记，党支部书记代表（每个党总支2名）。会议由学

校党委书记主持，每名党总支书记述职时间不超过 8 分钟(可使

用PPT）。 

mailto:%E6%9D%90%E6%96%99%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E9%82%AE%E7%AE%B1sdgyz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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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会议后，各党总支要根据述职查摆的问题，制定问题整

改及责任清单（见附件3）,于2020年 1月 10日（星期五）前，

将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和 2020 年基层党建工作任务一览表电子

版发送至邮箱sdtyzzb2005@163.com。 

（二）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 

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由各党总支根据实际情况组

织进行，学校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督导。各党支部书记按照要求

撰写述职报告，由党总支书记对报告进行审核把关。党支部书记

的述职报告、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以及评议情况等材料，由各

党总支整理归档备查。各党总支将党支部述职评议开展情况报告

电子版于1月10日（星期五）前发送至sdtyzzb2005@163.com。 

六、工作要求 

各党总支、党支部要把述职评议考核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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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基层党

组织和党组织书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举措，是贯彻全国、

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推动基

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重要抓手，各党总支要切实提升政

治站位，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工作指导，扎实有

序推进，确保述职评议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 

1.山东体育学院党总支党建工作特色亮点与主要问题 

mailto:%E6%9D%90%E6%96%99%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E9%82%AE%E7%AE%B1sdgyzzb@163.com
mailto:%E6%9D%90%E6%96%99%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E9%82%AE%E7%AE%B1sdgyzzb@163.com
mailto:%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sdgyz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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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度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

报告（模板）                                             

3. 2019年度党组织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

建工作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 

 

 

 

               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 

                 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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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体育学院党总支 

党建工作特色亮点与主要问题 

党总支（盖章）： 

一、本总支党建工作特色亮点（200字以内）：（要求突出、精

练、清晰，有实例和数据支撑，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至少 2

项） 

 

二、本总支党建工作主要问题（200字以内）：（要求明确、实

际、深刻，有具体表现，至少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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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报告 
（标题使用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 

XX 党总支书记  XXX（三号楷体_GB2312） 

现将本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汇报如下。（三号仿宋_GB2312） 

    一、履职情况（三号黑体字） 

（一）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三号楷体_GB2312） 

1.XXXXXXXXXXXX. （正文使用三号仿宋_GB2312） 

（二）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三号楷体_GB2312）     

    二、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三号黑体字） 

    （一）存在问题（三号楷体_GB2312） 

1.XXXXXXXXXXXX… 

...... （正文使用三号仿宋_GB2312） 

（二）原因分析（三号楷体_GB2312） 

1.XXXXXXXXXXXX… 

...... （正文使用三号仿宋_GB2312） 

三、下步工作措施（三号黑体字） 

    （一）XXXXXXXXXXXX（三号楷体_GB2312） 

    1.XXXXXXXXXXXX… 

    ...... （正文使用三号仿宋_GB2312） 

    格式排版:A4 纸；页边距：上 2.8cm、下 2.5cmm、左 2.5cm、

右 2.5cmm；行距：固定值 28 磅，插入页码：页面底端居中。 



- 11 - 

附件 3 

2019 年度党组织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 

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 
序

号 
存在问题及表现 原因 整改措施 责任人 

整改 

时限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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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校对：李成杰                 印发：学校领导，各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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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央巡视、省委巡视以及学校党委、纪委强调指出的问题整改情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情况。
	（二）抓基层党建述职的重点内容
	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点围绕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以及高校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有关要求，着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进行。突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党组织书记担当作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解决基层党建突出问题的情况，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破解党员发展和管理难题、组织党员“双报到”为民服务、解决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中梗阻”问题等情况，以及党建品牌创建、党建突破项目、破解基层党建重点难点问题等情况。
	2.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查摆分析本总支、支部在履行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3.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根据查摆的问题，提出2020年加强基层党建的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明确要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采取的主要推进措施，以及党组织书记牵头推动落实的任务。
	对上年度发现或反馈的基层党建方面的问题没有整改到位的，本年度确定的重点任务没有完成的，要在述职报告中逐一说明原因。
	四、述职评议方法步骤
	（一）组织开展自查评估。结合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自查和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党建突破项目完成情况自查评估。同时，把自查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列入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清单，积极推动整改落实。
	（二）扎实做好调研工作。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要深入师生群众，多方面、多形式听取师生群众意见建议，联系自身实际，认真梳理分析上年度整改措施、今年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和学校党建督导反映的问题，对履职尽责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梳理总结，找准存在的问题不足，为述职做好准备。相关调研要与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研判，防止增加基层负担。
	（三）认真撰写述职报告。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要围绕述职评议重点内容，认真撰写述职报告，把思想、工作、职责摆进去，多从主观上找原因，切实提高述职报告质量。
	报告内容分三部分，一是履职情况(包括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两部分)，实事求是地反映开展工作情况，要讲清楚抓了什么、为什么这么抓、取得的成效；二是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查摆问题要深要具体，原因分析要实要透彻；三是下步工作措施，要聚焦问题，落到实处。履职情况篇幅不超过1/3，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篇幅不少于1/3，总结工作和下步打算部分不超过1/3。党总支书记述职报告3000字左右，党支部书记述职报告2000字左右。
	（四）严肃开展述职评议。学校党委听取党总支书记述职，各党总支听取所属党支部书记述职。在听取述职时要坚持严实标准，逐一进行点评，点出存在问题、指明努力方向，防止一团和气。特别是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要严肃指出、督促整改。
	（五）严格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学校党委和各党总支根据平时掌握情况、调研了解情况等，对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2019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情况形成评价意见，并按照 “好”、“较好”、“一般”、“差”分别确定等次，评价为“较好”或以下等次的应占一定比例，防止“干好干坏一个样”。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将作为评先评优、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评价为“好”的，年度考核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对评价为“一般”“差”的，要进行约谈、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要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省委实施办法进行严肃问责追责。
	（六）抓好整改落实。参加述职的党组织书记要认真梳理分析自身查摆、集中调研、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考核反馈指出的问题，列出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形成2020年基层党建工作任务一览表，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五、述职评议工作安排
	（一）各党总支书记述职评议考核
	1.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撰写述职报告，党总支述职报告要经党总支会议集体研究，并报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审核把关签字后，于2020年1月3日（星期五）前连同《山东体育学院党总支党建工作特色亮点与主要问题》（附件1）一同报送党委组织部（参加现场述职的连同PPT一起），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dtyzzb2005@163.com。述职报告要在述职评议会前3 天上传至学校内部办公网，供参加测评人员查阅，作为考核测评的依据，要根据格式要求（附件2）进行排版并认真校对。
	2.党总支述职会议以党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召开，参加会议人员范围：学校领导，学校纪委委员，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党支部书记代表（每个党总支2名）。会议由学校党委书记主持，每名党总支书记述职时间不超过8分钟(可使用PPT）。
	评议会议后，各党总支要根据述职查摆的问题，制定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见附件3）,于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前，将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和2020年基层党建工作任务一览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dtyzzb2005@163.com。
	（二）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
	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由各党总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进行，学校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督导。各党支部书记按照要求撰写述职报告，由党总支书记对报告进行审核把关。党支部书记的述职报告、问题整改及责任清单，以及评议情况等材料，由各党总支整理归档备查。各党总支将党支部述职评议开展情况报告电子版于1月10日（星期五）前发送至sdtyzzb2005@163.com。
	六、工作要求
	各党总支、党支部要把述职评议考核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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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组织书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举措，是贯彻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重要抓手，各党总支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工作指导，扎实有序推进，确保述职评议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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