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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
调研中国科大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本报讯 11 月 12 日-13 日，中国科学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一行赴中国科大调
研主题教育开展情况。中科院副秘书长、直
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和风等陪同调研。
13 日 上 午 ， 学 校 在 东 活 五 楼 召 开 汇 报
会，侯建国听取了中国科大“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汇报。汇报会由校党委
书记舒歌群主持。中国科大在校校领导，党委
委员、各院级党组织书记参加汇报会。
会上，舒歌群代表校党委作中国科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进展情
况报告。他指出，中国科大党委把主题教育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科大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与推进“双一流”
大学建设紧密结合，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教育
形式，扎实开展理论学习，深入基层实地调
研、指导主题教育开展，广泛听取意见建
议，深刻检视问题、分析找准差距，认真落
实整改清单。通过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全校
党员师生在理论学习、思政教育、责任担
当、为民服务、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受到了
深刻的教育和思想的提升，对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国科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推进
整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舒歌群对学校主题教育的下一阶段工作
进行了汇报：第一，将学习教育贯彻始终。及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本报讯 11 月 6 日下午，校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在 218 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专题学习
会，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在校校
领导，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院级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党委书记
舒歌群主持。
根据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实施方案，本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
也是学校领导班子第10次集中学习研讨。
会上，舒歌群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与会人员视频
学习了中央电视台 11 月 5 日 《新闻联播》 的
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
严治党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我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以典型
案例作为反面教材警示教育各级领导人员，
11 月 11 日下午，我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校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包信和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毕金初主持。校领导朱长飞、王晓平、杨金
龙、杜江峰、罗喜胜、黄素芳、褚家如、傅
尧，全校中层干部、校纪委委员、院级党组
织纪检委员等 200 多人参加了大会。
舒歌群围绕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强化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等方面内容，对全校广大党员，特别
是各级领导人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
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政
治建设；二是要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持续深
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认真对照党章党规检
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下午，校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重点探讨加强学校思
想政治建设、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校校领导班子成员参
加了会议。校党委书记舒歌群主持会议。
根据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实施方案，本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
也是学校领导班子第11次集中学习研讨。
会上，与会人员通过视频学习的方式，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校领导
黄素芳领学了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褚家如领学了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蒋一传达了教育部召
开的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
推进会精神。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校领导王晓平、罗喜胜、傅尧、周丛照
结合学校工作实际，交流了心得体会。他们
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是新时
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
件，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
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点、完善和发
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具有里程碑式
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我校工作实际中，应紧
紧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的重要
论述和工作部署，切实抓好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推
进我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紧密结合
起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舒歌群在学习总结时指出，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决定》 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

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和中
央的决策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
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贺信精神和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第二，开好整改落实推进会，狠抓
整 改 落 实 ，开 展 专 项 整 治 ，确 保 整 改 取 得 实
效。第三，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他表示，
中国科大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把初心使命转化为“潜心立德树人、执着
攻关创新”的实际行动，把主题教育的实际成
效转化为争创一流的有力保证，早日建成中
国特色、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下转3版）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并对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 13 个方面的制
度作出战略部署，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
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决定》的起草过程
彰显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的优越性。
舒歌群强调，全校上下应高度重视，把学
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领会全会精
神，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确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就如何学习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他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领导
干部带头学，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
为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
第二，提高学习效果，组织宣讲团作辅导报
告，面向全校各级党组织对全会精神作深
入、准确的解读；第三，把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转化为提升办学治校能力的前进动力，加
强干部自身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党委领
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
理架构，以一流的管理水平和现代化的治理
体系来支撑我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党委宣传部 曾皓）

我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视问题、寻找差距、落实整改，加强纪律建
设；三是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有效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
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四
是校内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扛起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驰而不息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努力开拓我校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包信和在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遵
纪守法、廉洁从业，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结合
主题教育，把反腐倡廉建设和廉洁从业风险
防控与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他对各级领
导干部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做到坚
定信念守初心，坚守中国科大“科教报国、追求
卓越”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潜心立德树
人，执着攻关创新；二是要做到警钟长鸣存

戒惧，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
防线，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做清正廉洁的表
率；三是要做到锐意进取担使命，真抓实
干，开拓创新，在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征程中勇于开拓、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毕金初通报了近年来我校、中科院系统和
有关高校各类人员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他强
调，全校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教职员工，要以
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案示警，不断筑牢廉洁从
业的思想防线，始终保持警钟长鸣，习惯在受
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最后，大会播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放
的警示教育视频，并向全体参会人员发放了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警示教育材料。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 周春岚）

坚持立德树人 培养
“六有”
大学生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舒歌群就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
拿出政治担当，把思政课建设和马院建设上升
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高度，贯彻落实总
书记“潜心立德树人”重要指示的高度来看
待；二是要充分认识思政工作任务重大，加快
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确保落实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持续推
进与安徽省委党校合作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
各项工作；三是要切实加强创新，提升教育
实效，将“增强文化自信”“弘扬老一辈科学
家精神”等具有科大特色的内容纳入思政课学

习中，不断创新教学形式，积极举办学术活
动，为学校思政建设营造热烈氛围，为党和国
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校领导杨金龙、吴枫结合分管工作实际，
先后交流了心得体会。他们表示，育人之本在于
立德铸魂，学校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办学目标，健全现有
育人体制机制，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以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不断强化思想
政治建设，打牢学生成长成才的思想基础。
（党委宣传部 崔劼）

学校召开主题教育整改落实推进会

ZHONGGUO KEDA BAO

本报讯 11 月 15 日
下午，学校在东区活动中
心五楼会议室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整改落实推进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学习贯彻中
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对
推进高校主题教育的相
关部署和要求。中央第
四指导组成员、在校校
领导、全体中层领导干
部参加了会议，校党委
副书记蒋一主持会议。
校党委书记舒歌群
总结了学校主题教育启
动以来的进展和成效，
对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
作出部署、提出要求。
他强调，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把
“当下改”与“长久立”
结合起来推动整改落实
取得成效，要做到以下
四点：一要提升政治站
位，聚焦整改重点，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
来，坚持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切实增强
贯彻落实的自觉性，主
动性，坚定性；二要强
化责任意识，力戒形式
主义，真刀真枪解决突
出问题，校党委牵头抓
总责，相关责任单位结合职能职责
抓好工作落实，筑牢主题教育整改
落实工作的责任链条；三要拿出扎
实有效过硬的措施，集中学校发展
改革重大问题精准发力，增强过程
把控，坚持标本兼治，确保高质量
完成整改任务；四要坚持开门搞整
改，加强对整改过程和成效的监督
检查，以整改工作实效增强广大师
生的获得感。
蒋一代表校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向大会汇报了学校领导班子问题清
单。校领导舒歌群、朱长飞、蒋
一、王晓平、毕金初、褚家如先后
就“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意
识形态”
“ 立德树人”
“ 黄赌毒和黑恶
势力专项整治”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整治”
“ 教师队伍
建设”六个方面做了专项汇报，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作风建设”
“基层组织建设”“学生社团工作”
作了专项汇报。
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李如林对
学校主题教育工作予以肯定。就扎
实推进下一步整改落实具体工作，
李如林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
思想认识，站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高度，以刀刃向内的勇
气、求真务实的作风、攻坚克难的
劲头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从严从细
从实抓好整改落实；二是要聚焦整
改重点，切实落实责任制，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中央对推进高校主题教育
的最新要求，强化监督检查，更好
地回应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殷切期
待；三是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把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做好主题教育、
推进整改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强化
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制
度执行，提高领导干部治理水平和
治理效能。 （党委宣传部 崔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