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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邛崃市教育系统委员会 
 

 

 

 

 

 

 

各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问题，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学校党建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乡学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突出

政治功能，着力构建城乡学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常态化、

长效化机制，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优势互补、共同提

高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经教育系统党委研究决定，在我



市公民办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城乡党建结对共建活动，现

将《邛崃市教育系统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工作方案》下发你们，

请按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及时上报信息。 

 

 

中共邛崃市教育系统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4 日 

 

 

 

 

 

 

 

 

 

 

 

 

 

 

 



 

 

一、工作目标 

通过深入开展城乡学校党建结对共建示范行动，着力促

进城乡学校基层党建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基层党组织组

织力，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引领城

乡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推进教育强市战略，为建设“精

美－邛崃”贡献力量。 

二、任务措施 

（一）组织联建。推动城乡学校党组织晋位升级，按照

巩固先进、提升一般、整顿软弱涣散的要求抓好整顿提升工

作。探索基层党建在深化区域教育联盟、城乡学校结对发展

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 

（二）党员联管。城乡学校基层党组织共同制定党员日

常教育管理制度，共同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培训计划，相

互学习借鉴在流动党员管理方面的好的做法与先进经验。结

对学校之间选派的党员支教教师、顶岗上挂锻炼党员教师，

应当按规定转移党组织关系。 

（三）活动联办。认真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

等制度。结对党组织每年至少共同组织 2 次主题党日活动，



至少共同开 1 次专题组织生活会，结对党组织书记每年为结

对党组织上 1 次党课。城乡结对学校党组织共同开展党员党

性教育活动。 

（四）人才联育。城乡结对学校共同推进“师德建设共

抓、党务人才共育、专业人才共培、优秀师资共享”，其中：

每年度共同制定师德建设工作计划，组织城乡结对学校之间

共同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引导城乡教师认真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要求，共同提升师德水平。城乡结对学校党组

织负责人、党务工作者要相互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共同提高

党建能力水平。城乡结对学校党组织采取优秀党员教师与青

年骨干教师师徒结对等方式共育人才，充分发挥名优党员教

师示范引领作用。组织结对学校党组织共同组织开展党员教

师赛课、献课及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实现优秀师资资源共享。 

（五）资源联用。城乡学校党组织共享党建资源，相互

交流“微党课”、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城乡学

校党组织推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包括：学校德育工作成果、

党员教师优秀课例、主题班会设计方案等。城乡学校党组织

推动家庭教育资源共字，包括：家长学校及家长委员会建设

成果、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要充分调动党员教师参与城

乡学校结对共建示范行动的积极性，着力发挥党员教师的个

人特长和创造性，开展形式多样的资源联用活动。 



（六）治理联抓。城乡学校党组织要相互交流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方面的成果，支持城乡学校校长依法治校、民主治

校，提升学校制度建设水平，共同推进校务公开工作，建立

健全新型学校治理体系。 

三、活动安排 

（一）广泛结对阶段（2018 年 1 月-2 月）。重点是进行

思想动员、调研走访、梳理“需求清单”，并广泛启动结对共

建。由教育系统党委明确城乡学校基层党组织结对关系，各

结对学校党组织梳理结对发展“需求清单”，确保城乡学校党

建结对发展有的放矢。 

（二）全面推进阶段（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各结对学校党组织围绕实施方案和“需求清单”研究制定具

体工作方案，扎实推进，全面落实，确保取得实效。教育系

统党委加强工作领导力度，指导、督促城乡学校党组织扎实

开展结对共建工作。各学校要及时总结推进工作中的经验成

果，及时解决结对共建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务求

工作实效。 

（三）巩固拓展阶段（2020 年及以后）。重点是总结经

验、固化成果，形成制度规范，建立长效机制。经过 3 年时

间的努力，全市城乡学校基层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城乡学校

党组织建设相融互促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以党组织为引领

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取得积极成果，城乡学校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进一

步凸显。 

四、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教育系统党委负责城乡结对共建

的组织领导工作，指导、督促所属学校认真组织实施，落实

经费保障，抓好工作落实。 

（二）落实过程管理。教育系统党委将采取联系学区领

导定点联系基层党组织、随机工作检查等方式强化过程管理。

城区学校每半年向教育系统党委上报工作推进情况，教育系

统党委加强对学校工作推进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

结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三）运用现代技术。各学校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促进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共同开展党建和教育教学业务研

讨活动。共同推进教育系统“微党校”建设工作，依托蓉城

先锋、党员 e 家、教育城域网等信息化平台，促进党建资源

与需求精准对接。 

（四）严肃工作纪律。党员干部到结对学校开展工作要

避免形式主义，不得走过场，不做表面文章，不允许干扰基

层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要严格遵守各项工作制度和纪律，

以务实的作风、良好的形象影响群众、发动群众、取信于民，

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在结对共建期间，产生的必要工作费用

由城市学校基层党组织统筹解决，不得增加结对乡村学校的



负担。 

（五）强化考核评估。教育系统党委把城乡学校结对共

建工作纳入学校党建年度述职评议内容，加强考核评估力度，

健全激励导向机制。 

各校开展城乡学校党建结对共建示范行动中有关情况，

请及时报送教育系统党委。 

附：邛崃市城市学校党组织与农村学校党组织党建结对

共建清单 

 

                       

 

 

 



结

对

类

别 

序

号 

城市学校党组织 

名称 
所属单位 

党组织书

记 

姓名 

党组织书记 

手机号码 

结对农村学校 

党组织名称 
上级单位 

党组织

书记姓

名 

党组织书记 

手机号码 

高埂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赵青柳 13518133452 

冉义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建军 1367906056 

羊安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刘文根 15928652676 

高埂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李旭东 13618073184 

回龙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汪孟良 13882174800 

付安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喻红波 13348811887 

兴贤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夏建春 13438154438 

永丰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孙仕夫 13980587581 

牟礼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冉富贵 13981777710 



羊安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江兴勇 13558892992 

冉义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高  彦 13618044883 

兴贤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王  鹏 13550015009 

回龙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刘兴福 13980400173 

牟礼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孙兵权 13540852889 

泉水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刘  勇 13981761105 

太和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明成  13980906662 

夹关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王兆荣 13699033979 

卧龙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曾  清 13688061781 

白沫江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吕树辉 13881815097 

平乐中学党总支 教育系统党委 吴  忠 13550182598 

石头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黄  鋆 13458655627 

天台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李子国 13688070928 



孔明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王廷波 13688361258 

道佐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蔡林伟 13550057615 

临济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周荣清 13981720718 

下坝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维钧 13568812338 

火井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陶  宁 15902852598 

石坡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毛天伟 13980917915 

西桥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王鸿翔 13882023382 

大同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龚正良 13688080838 

水口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周丕高 13980425319 

高何九义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欧可训 13881753628 

南宝山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黄淑康 13980511512 

火井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  成 13980928535 

马湖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张朔踉 13808059863 



银杏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陈建秋 13668207194 

高何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  凯 13648089108 

固驿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芶笔端 13980808815 

新安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夏敏杰 13880186392 

桑园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刘  利 13568975780 

桑园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徐志忠 13628010165 

君平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朱建军 18702820269 

茶园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汪少君 13880891058 

宝林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吴洪源 13666265985 

拱辰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光明 13881831946 

拱辰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李建勇 13882133220 

白鹤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汤绪富 13668229218 

固驿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孙建华 13881776115 



前进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李友贵 18011570260 

强项中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熊家林 13568843405 

宝林小学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杨明娥 13608092236 

62 翰林学校党支部 教育系统党委 罗春梅 13808203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