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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为全面加强全校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校院机关作风

建设、学风和教风建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学校内部

管理，提高整体工作效能，根据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和要求，

开展“2017 年作风建设年活动”。现将《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

切实履行职责，认真抓好落实，确保作风建设取得实效。 

附件：《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 

 

 

  中共成都工业学院委员会         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 4 月 6 日 

 

主送：各部门（单位） 

成都工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7年 4月 6日印 

 



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 

 

为全面加强全校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校院机关作风

建设、学风和教风建设，推进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建立，以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学校内部管理，提高整体工作效能，

促进学校发展，根据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和要求，决定开展以

“强化责任意识、规范管理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

效能”为主题的“2017 年作风建设年活动”。 

一、重要意义 

学校工作作风是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价值追求和精神风

貌的集中体现，是我校百年老校之“魂”。作风的好坏事关

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2017 年作

风建设年活动”将通过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解决现存的突

出工作作风问题，不断促使学校作风状况向上向善，为顺利

贯彻落实各项决策措施，圆满完成全年改革发展任务，提升

师生员工满意度，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促进学校各项事业

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为引领，贯彻实施《成都工业学院章程》，结合基层党组

织建设、综合改革、合格评估等 2017 年重要工作开展作风

建设，通过积极动员、干部垂范、全校参与，增强党员干部

政治素质，促进教职员工明德修身，发扬敬业奉献精神，凝

心聚力服务师生。学校各部门（单位）要深刻认识在改革发

展中担负的使命和责任，紧紧围绕“强化责任意识、规范管



理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主题，以夯实机关

工作基础，规范学校教学基础、发挥领导干部引领表率作用

为目标，以加强领导干部问责、增强管理服务能力为重点，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切实增强全校教职工的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意识，将作风建设的要求落实到工作实践和制度

细节之中，形成优良校风，为学校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全面

转型提供有力的组织和作风保证。 

三、具体内容 

（一）面上推进。 

全面开展作风建设，围绕“落实什么、谁来落实、怎么

落实、是否到位”等关键环节细化分解任务，实现学校各部

门（单位）教职员工工作态度明显转变、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工作质量明显提升、工作纪律明显加强。 

1.全校各部门（单位）广泛开展作风建设。各部门（单

位）认真查找本部门（单位）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

师生反映强烈的问题，根据问题制定具体的作风建设工作计

划，落实到具体建设项目，明确建设时间和目标，不走过场，

不搞形式，注重实效。 

2.分系统集中开展作风建设。组织部门和纪委牵头抓干

部作风建设；校办牵头抓机关作风建设；团委、学生处牵头

抓学风建设；教务处、人事处牵头抓教风和师德师风建设；

后勤集团、保卫处牵头抓服务保障行风建设。各系统要认真

组织，详细梳理本系统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师生反

映强烈的问题，根据问题制定具体的作风建设工作计划，落

实到具体建设项目，明确建设时间和目标，立足实际、关注

整体、分工协同、建出成效。 



（二）重点突破。 

1.建设务实管用的机关作风制度体系，提升机关管理服

务效能 

按照“倡导爱岗敬业、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工作程序、

严明工作纪律”的要求，开展全校各系统职责与制度清理、

流程完善与再造。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

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进一步梳理各项业务办理规章制

度，完善上位制度和相关制度，形成体系；进一步修订和重

构办事流程，认真优化和简化。通过上述措施，着力解决目

前机关工作中存在的“协调不畅、落实不力”、“办事效率

不高”，有制度不“逗硬”、没有制度去“逗硬”等突出问

题，实现机关日常工作规范化、办事运作程序化、各项管理

科学化、检查监督制度化，最终促使机关工作人员勤政服务

意识有较大增强，机关效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机关执行力

和师生满意度有较大提高。  

2.强化教风内涵建设，推进教学基础规范建设。 

按照“加强师德修养、规范教学管理、严格执教行为、

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路，加强教学基础工作建设。建立和落

实校和院(系)两级教风建设责任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为依据，以“教学基础建设工程”为抓手，

围绕“立德树人”，狠抓教师的职责、规范和教学管理流程。

通过上述措施，着力解决目前教学工作中存在的教学规范落

实不到位、打折扣，“不愿做、延后做、选择做”等突出问

题，激励广大教师追求爱岗敬业的职业理想、教书育人的职

业情感、甘为人梯的职业风尚、创新向上的职业精神、严谨



治学的职业态度，保障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全面落实。 

3.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实施问责制度。 

按照“素质提升、作风转变、能力加强、责任担当”的

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职责与任务，强调执行能力、

强化责任追究，制定出台学校《领导干部问责实施办法》，

制定《约谈、函询及诫勉谈话暂行办法》，通过上述措施，

着力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和

“不担责”、“怕担责”等突出问题，实现领导干部“既挂帅、

又出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形成讲党性、重品行、作

表率，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的干部队伍。 

四、机构设置 

为加强对“2017 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领导，学校成立

加强与改进学校作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对全校整体作风建

设工作进行领导。下设机关作风建设小组、教风建设小组、

干部作风建设小组三个专门工作组，配备专人专职开展工

作，专门负责作风建设年三大重点任务的组织安排、活动开

展和效果验收。 

成都工业学院加强与改进学校作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劲松、严余松 

副组长：王力、严明、成和平 

成员：校办、纪监审处、综改处、人事处、组织部、教

务处、评建处、学生处负责人 

下设三个专项工作组： 

1.机关作风建设工作组 

    组长：丁继忠 

    常务副组长：刘铁鹰 



    副组长：房延、阳元明 

    组员：王凌锋、王静、胡志华、史春琳   

2.教风及教学基础建设工作组 

    组长：李成大 

    副组长：曹凤、赵四化 

    组员：肖尚辉、谢志萍 

3.干部作风建设工作组 

    组长：刘祥松 

    副组长：房延 

    组员：赖芳、赵柯、肖薇 

    五、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查找问题  

    3 月—4 月，召开全校动员大会，部署作风建设年活动。

各部门（单位）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统一思想，切实增强作

风建设的紧迫感和自觉性。通过梳理本部门（单位）工作情

况，查找不足和问题，明确作风建设工作重点。 

（二）明确职责、全力推进  

4 月—12 月，各部门（单位）根据学校总体部署和要

求，根据查找的问题，制订本部门（单位）作风建设工作计

划，拟定具体的作风建设项目，明确职责，集中力量解决好

本部门（单位）存在的突出作风问题及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

作风问题。三个专门工作组牵头制定专项作风建设工作方

案，并监督各部门（单位）实施。 

   （三）总结验收  

  12 月初，各部门（单位）、各专门工作组提交作风建设

工作验收总结报告。 



六、措施与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各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机关党总支各支部）负责本部门（单位、支部）的

作风建设工作，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机关党总支各支部）

书记为本部门（单位、支部）作风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 

各部门（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结合学校开展本科教

学合格评估工作要求，制定本部门（单位）作风建设工作计

划，要明确作风建设的目标要求与工作举措、完成时效。作

风建设工作要与日常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二）落实工作责任。 

作风建设工作要落到实处，避免空洞乏力，缺乏指导性。

避免督促不力，缺乏时效性。坚决杜绝“说在嘴上，挂在墙

上，写在纸上”。全校教职员工要将作风建设工作与日常工

作紧密结合，“放到心上，落实到行动上。” 实行作风建设

工作“一票否决”制度，凡不积极参与、认真开展作风建设

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取消学校各项考核评优资格。 

（三）加强学习教育。 

各部门（单位）应结合机关、院系不同岗位的特点和工

作需要，对普通教职工、党员干部开展不同层面的针对性教

育培训和学习考核。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作风建设凝聚人气、人才和人

心，营造团结协作、求真务实、敬业奉献、风清气正、昂扬

奋进的校园文化氛围。 

（四）加强监督指导。 

学校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与各专项工作



组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加强对督导检查结果的运用。各

部门（单位）要主动建立作风建设师生监督渠道，自觉接受

师生监督，确保作风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关于印发《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为全面加强全校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校院机关作风

建设、学风和教风建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学校内部

管理，提高整体工作效能，根据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和要求，

开展“2017年作风建设年活动”。现将《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

切实履行职责，认真抓好落实，确保作风建设取得实效。 

附件：《成都工业学院 2017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 

 

         

 

  中共成都工业学院委员会         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 4月 6 日 

 

 

 



 

 

 

主送：各部门（单位） 

成都工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7年 4月 6日印 

 

成都工业学院 2017 年作风建设工作方案 

 

为全面加强全校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校院机关作风

建设、学风和教风建设，推进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建立，以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学校内部管理，提高整体工作效能，

促进学校发展，根据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和要求，决定开展以

“强化责任意识、规范管理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

效能”为主题的“2017 年作风建设年活动”。 

一、重要意义 

学校工作作风是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价值追求和精神风

貌的集中体现，是我校百年老校之“魂”。作风的好坏事关

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2017 年作

风建设年活动”将通过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解决现存的突

出工作作风问题，不断促使学校作风状况向上向善，为顺利

贯彻落实各项决策措施，圆满完成全年改革发展任务，提升

师生员工满意度，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促进学校各项事业

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为引领，贯彻实施《成都工业学院章程》，结合基层党组

织建设、综合改革、合格评估等 2017 年重要工作开展作风

建设，通过积极动员、干部垂范、全校参与，增强党员干部

政治素质，促进教职员工明德修身，发扬敬业奉献精神，凝

心聚力服务师生。学校各部门（单位）要深刻认识在改革发

展中担负的使命和责任，紧紧围绕“强化责任意识、规范管

理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主题，以夯实机关

工作基础，规范学校教学基础、发挥领导干部引领表率作用

为目标，以加强领导干部问责、增强管理服务能力为重点，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切实增强全校教职工的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意识，将作风建设的要求落实到工作实践和制度

细节之中，形成优良校风，为学校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全面

转型提供有力的组织和作风保证。 

三、具体内容 

（一）面上推进。 

全面开展作风建设，围绕“落实什么、谁来落实、怎么

落实、是否到位”等关键环节细化分解任务，实现学校各部

门（单位）教职员工工作态度明显转变、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工作质量明显提升、工作纪律明显加强。 

1.全校各部门（单位）广泛开展作风建设。各部门（单

位）认真查找本部门（单位）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

师生反映强烈的问题，根据问题制定具体的作风建设工作计

划，落实到具体建设项目，明确建设时间和目标，不走过场，

不搞形式，注重实效。 

2.分系统集中开展作风建设。组织部门和纪委牵头抓干

部作风建设；校办牵头抓机关作风建设；团委、学生处牵头



抓学风建设；教务处、人事处牵头抓教风和师德师风建设；

后勤集团、保卫处牵头抓服务保障行风建设。各系统要认真

组织，详细梳理本系统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师生反

映强烈的问题，根据问题制定具体的作风建设工作计划，落

实到具体建设项目，明确建设时间和目标，立足实际、关注

整体、分工协同、建出成效。 

（二）重点突破。 

1.建设务实管用的机关作风制度体系，提升机关管理服

务效能 

按照“倡导爱岗敬业、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工作程序、

严明工作纪律”的要求，开展全校各系统职责与制度清理、

流程完善与再造。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

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进一步梳理各项业务办理规章制

度，完善上位制度和相关制度，形成体系；进一步修订和重

构办事流程，认真优化和简化。通过上述措施，着力解决目

前机关工作中存在的“协调不畅、落实不力”、“办事效率

不高”，有制度不“逗硬”、没有制度去“逗硬”等突出问

题，实现机关日常工作规范化、办事运作程序化、各项管理

科学化、检查监督制度化，最终促使机关工作人员勤政服务

意识有较大增强，机关效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机关执行力

和师生满意度有较大提高。  

2.强化教风内涵建设，推进教学基础规范建设。 

按照“加强师德修养、规范教学管理、严格执教行为、

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路，加强教学基础工作建设。建立和落

实校和院(系)两级教风建设责任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为依据，以“教学基础建设工程”为抓手，

围绕“立德树人”，狠抓教师的职责、规范和教学管理流程。

通过上述措施，着力解决目前教学工作中存在的教学规范落

实不到位、打折扣，“不愿做、延后做、选择做”等突出问

题，激励广大教师追求爱岗敬业的职业理想、教书育人的职

业情感、甘为人梯的职业风尚、创新向上的职业精神、严谨

治学的职业态度，保障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全面落实。 

3.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实施问责制度。 

按照“素质提升、作风转变、能力加强、责任担当”的

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职责与任务，强调执行能力、

强化责任追究，制定出台学校《领导干部问责实施办法》，

制定《约谈、函询及诫勉谈话暂行办法》，通过上述措施，

着力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和

“不担责”、“怕担责”等突出问题，实现领导干部“既挂帅、

又出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形成讲党性、重品行、作

表率，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的干部队伍。 

四、机构设置 

为加强对“2017 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领导，学校成立

加强与改进学校作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对全校整体作风建

设工作进行领导。下设机关作风建设小组、教风建设小组、

干部作风建设小组三个专门工作组，配备专人专职开展工

作，专门负责作风建设年三大重点任务的组织安排、活动开

展和效果验收。 

成都工业学院加强与改进学校作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劲松、严余松 

副组长：王力、严明、成和平 



成员：校办、纪监审处、综改处、人事处、组织部、教

务处、评建处、学生处负责人 

下设三个专项工作组： 

1.机关作风建设工作组 

    组长：丁继忠 

    常务副组长：刘铁鹰 

    副组长：房延、阳元明 

    组员：王凌锋、王静、胡志华、史春琳   

2.教风及教学基础建设工作组 

    组长：李成大 

    副组长：曹凤、赵四化 

    组员：肖尚辉、谢志萍 

3.干部作风建设工作组 

    组长：刘祥松 

    副组长：房延 

    组员：赖芳、赵柯、肖薇 

    五、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查找问题  

    3 月—4 月，召开全校动员大会，部署作风建设年活动。

各部门（单位）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统一思想，切实增强作

风建设的紧迫感和自觉性。通过梳理本部门（单位）工作情

况，查找不足和问题，明确作风建设工作重点。 

（二）明确职责、全力推进  

4 月—12 月，各部门（单位）根据学校总体部署和要

求，根据查找的问题，制订本部门（单位）作风建设工作计

划，拟定具体的作风建设项目，明确职责，集中力量解决好



本部门（单位）存在的突出作风问题及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

作风问题。三个专门工作组牵头制定专项作风建设工作方

案，并监督各部门（单位）实施。 

   （三）总结验收  

  12 月初，各部门（单位）、各专门工作组提交作风建设

工作验收总结报告。 

六、措施与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各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机关党总支各支部）负责本部门（单位、支部）的

作风建设工作，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机关党总支各支部）

书记为本部门（单位、支部）作风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 

各部门（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结合学校开展本科教

学合格评估工作要求，制定本部门（单位）作风建设工作计

划，要明确作风建设的目标要求与工作举措、完成时效。作

风建设工作要与日常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二）落实工作责任。 

作风建设工作要落到实处，避免空洞乏力，缺乏指导性。

避免督促不力，缺乏时效性。坚决杜绝“说在嘴上，挂在墙

上，写在纸上”。全校教职员工要将作风建设工作与日常工

作紧密结合，“放到心上，落实到行动上。” 实行作风建设

工作“一票否决”制度，凡不积极参与、认真开展作风建设

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取消学校各项考核评优资格。 

（三）加强学习教育。 

各部门（单位）应结合机关、院系不同岗位的特点和工

作需要，对普通教职工、党员干部开展不同层面的针对性教



育培训和学习考核。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作风建设凝聚人气、人才和人

心，营造团结协作、求真务实、敬业奉献、风清气正、昂扬

奋进的校园文化氛围。 

（四）加强监督指导。 

学校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与各专项工作

组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加强对督导检查结果的运用。各

部门（单位）要主动建立作风建设师生监督渠道，自觉接受

师生监督，确保作风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