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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chool work, which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service work of the 

school.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type" Party branch of the private university organs, we 

will realize the goal of tak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s the leader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the private university 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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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办高校机关党建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有着十分

重要的影响，机关党的建设涉及职能部门多，党员业务分散,开展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加强

民办高校机关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三型”党支部建设，实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加

强民办高校机关党建工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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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断加强民办高校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要意

义 

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校快速发展，有效满足了人民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需求，为推动教育现代化、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民办高校是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任，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对于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

知，指出，要充分发挥民办学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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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民办学校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1]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提

出，加强机关党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

从这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民办学校党组织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和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视。民办高校要坚持加

强机关党建工作，积极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

推动高校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

方向和成效。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引下,如何加强民办高校机关党建工作，真正发挥

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新时代民办高

校党的建设的重要使命,对做好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具有

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需要加强“三型”党支部建设。

“三型”型党支部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础工

程，
[4]
民办高校“三型”型党支部建设是实现党组织目

标的基础工程。
[5]
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持续加强“三型”

党支部建设，有利于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把机关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写好学校教育奋

进之笔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2.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三型”党支

部建设为抓手，不断加强民办高校机关党建

工作的对策 

第一，要坚持抓紧机关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建设

学习型党支部。建设学习型机关党支部强调机关党员要

善于进行团队学习,使学习成为机关党支部的一种内在

要求,进而以学习提高机关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创新力。

通过开展讲座,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等活动,调动

机关党员干部学习的意识和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要坚持结合党的大政方针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及学校的中心工

作，突出学习主题、丰富学习载体、优化学习形式。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作为政治理论学习

重点。结合实际，要持续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

等教育重要论述，注重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的学习贯彻执行。要坚持认

真学习党章党规、严格尊崇党章党规，从严抓好党内法

规制度的贯彻落实和执行。要持续开展专题党史、新中

国史学习，不断提高机关党员政治理论水平。 

第二，要坚持提高机关党员政治站位，建设服务

型党支部。民办高校机关党员要始终牢牢把握党建引领

发展的主旋律，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央和国家机

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6］这也是

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建设的根本遵循。民办高校机关党

员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冶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保证

政治方向、凝聚师生员工、推动学校发展、引领校园文

化、参与人事管理和服务、加强自身建设，领导学校工

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和教职工大会（代表大会）。要

着力加强民办高校机关党员警示预防教育，切实筑牢思

想防线、守住道德底线、不碰纪律红线，对党忠诚，担

当尽责，不断提高政治免疫力。机关党员要强化党性意

识, 要将党员责任与工作实际相结合,重视业务管理的

同时,提高服务质量。机关党员要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增强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的问题意识,学会倾听广

大师生对已开展的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呼声,把群众满意

度作为第一标准。要建立健全完整的服务工作体系,切

实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发挥机关各支部和

优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党员先锋岗”等载体,

加强对机关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利

益,打造服务型机关党支部。 

民办高校机关党员迫切需要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政

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

责任。机关党员首先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

党同心同德，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维护师生利益作为想问题、

作决策、抓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提高做好新

时代师生工作的本领,积极拓展直通师生的渠道,及时

回应师生关切,妥善解决师生诉求,不断增强全校师生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理顺机关党组织架构，形成合理的管理体制和组

织架构，努力把基层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扎实

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坚持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制度，着力打造一支机关“双带头

人”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注重选拔党性强、业务精、

有威信、肯奉献的机关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持续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培养先进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常抓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经常性邀请

管理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领导、专家来校作报告，讲

政策，组织党员干部前往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锻炼。 

第三，要坚持增强机关党员政治担当，建设创新

型党支部。机关党员要将开拓创新作为一种责任履行,

作为一种基本素质来培养,作为一种党性要求来坚持。

要有敢于突破胆气,不断攀登的锐气,以新的理念作支

撑,以新知识新技能作基础,不断培养创新思维,磨砺创

新勇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民办高校机关党员应始终

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宣传执行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宣传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

决议，引导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办学、规

范办学、诚信办学。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工作各方

面，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密切联系、热忱服务师生员

工，关心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统一思想、凝聚人心、

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教职工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热

情。 

持之以恒强化正风肃纪，持续加强机关党员作风建

设。有些民办高校存在机关党组织功能弱化,监督考核

体制不健全，重业务轻党建,党日活动开展难等现象，

有些机关党支部对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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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职责研究还不

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到位。因此，要持续强化

对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要强化机关党

组织监督制约，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行使，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重点加强对机关党组织干部人事、职称评定、

重大考试、招生录取、基建项目、物资采购、招标投标

等事项的监督检查。继续强化问题意识,转变机关党组

织作风。机关党员要坚持把服务中心工作,服务师生需

求作为机关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准目标方向,

对标对表,抓住师生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发力,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3.结论 

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承担着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

员工推动民办高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重任,不仅是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民办高校

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不断加强民办高校机关党的建设，切实增强了服务师生

的创造性和实效性,努力使机关党组织在服务上有新思

路,在服务内容上有新的拓展,在服务方法上有新突破, 

在强化服务中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

垒作用。 

民办高校建设机关“三型”党支部是带动全校各项

工作的关键。
[7]
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在党的建设中责任

重大,既有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使命,又有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工作要求,也是带动全校各项工

作的关键。党的十九大通过了的新版党章总纲党的建设

部分明确提出要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为目标。
[8]
民办高校通过建设机关“三型”

党支部,带动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广大党员教师提高思想

觉悟,转变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水平,形成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的党组织建设新局面。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

在积极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做出

表率,促进机关党组织改善精神风貌,改进工作作风,提

高工作效率,推动机关党员和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推动机关

党组织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民办高校改革发展提供坚

强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民办高校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

的组织路线，推动高校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表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三型党支部建设为

抓手”，不断加强机关党的建设，重点在党的组织建设，

是我们党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民办

高校的机关职能部门担负着管理、服务学校事务的重要

职能,是推进党建工作的中心枢纽，民办高校机关党的

建设是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新形势下，根

据民办高校的自身特点，创造性地开展机关党的建设，

已成为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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