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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市教育系统党
委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明
责权、强措施中完善责任体系，
在夯基层打基础中激发潜力活
力，在出实招谋实事中站稳人民
立场，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内
涵式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满意度显著提升。

明确为民办学“风向标”。
成立淮北市教育系统党委，选举
产生市教育局 8 名同志为党委
委员，4名县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兼任党委委员，加强了对教育系
统党的建设的系统谋划、整体推
进，着力把系统党委政治优势转
化为推动发展的工作合力。编
制《淮北市重点发展区域中小学
布局规划（2020 年-2035 年）》，
优化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助推淮
北城市转型崛起。推进主城区
优质教育资源扩容重组，新建、
改扩建学校 7 所，新增 195 个教
学班近万个学位，基本解决了主
城区学校学位总体不足问题。
出台了《淮北市中小学校引进优
秀教师暂行办法》，为优秀教师
人才引进开辟了绿色通道，教师
队伍“强筋”。举办 2 期青年骨
干教师研修班，97人参加研修，
从中提拔 6 名干部，校干队伍

“壮骨”。实施“营养餐+课后服
务”工程，已为12000余名学生有
效提供学习辅导、生活照顾、社
团活动、素质拓展和营养午、晚
餐服务。

精耕党建“责任田”。市教
育系统党委紧紧扭住责任制“牛
鼻子”，构建清晰明确可追溯的
责任体系。明确责任“谁来抓”，

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市教
育系统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市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设立党建办，形
成“书记抓、抓书记”格局。落实
推进“抓要点”，制定《市教育系
统2020年党的建设工作要点》，
分层细化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
子、书记、班子成员和直属党组
织书记的责任清单，层层签订责
任书，靠实责任要求。三考排位

“抓清单”，实施平时单项考核、
年度党建百分制差异化量化考
核、述职评议考核“三考”排位机
制，严格市教育系统党组织书记
述职评议考核制度，制定《市教
育系统党委委员党建工作联系
点制度》，圈定划小党建责任网
格；实行抓党建工作问题、任务、
责任“三清单”和定期研究、报告

“两制度”，带动倒逼党建责任落
细落实。

筑牢基层“主阵地”。坚持
夯基层、打基础、强保障，构筑坚
如磐石战斗堡垒。夯实制度管
理阵地。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谈心谈话、主题党日等基本制
度，让党的活动“有模有样”“有
板有眼”，提升党内组织生活质
量；建立健全议事决策、督查调
度、考评考核等基层党建制度体
系，确保基层党建工作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综合运用考核、督

导等方式，推动党建制度落实落
地，确保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筑牢组织前沿阵
地。纵向适应管理需要，理顺组
织关系，调整123个党组织的隶
属关系由属地到县教育局；不断
优化调整党组织设置，实现党组
织数净增长 35 个，占党组织总
数的 7.8%；学校内部依托学科
组、年级组设置党支部（党小
组），将组织建设与学科梯队建

设结合，推进“一岗双责”向党支
部（党小组）下沉。横向整合组
织资源，加强中小学校党组织和
街道社区、合作办学单位、兄弟
单位的合作共建，助推学校党组
织内涵发展。

树立党员旗帜标杆。组织
全市教育系统党组织书记集中
培训1200余人次，基层党建“一
线指挥员”综合素养明显提高。
开展“树旗帜、立标杆”活动，组

建 56 支党员突击队，强化党员
在关键岗位、重要部位、重点活
动的作用发挥，建立党员亮身份
展形象、强素质比作为、树旗帜
作表率长效机制；持续实施把骨
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优秀党员
培养成骨干教师，让党员带头示
范作表率、名师带动引领争先锋
的“双培双带”工程，138名优秀
教师培养成为党员，649 名党员
培养成为教学管理骨干。

近年来，市第十二中学党总
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理顺
学校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构建学
校党建工作保障体系。强力推
进规范化建设，把党的思想优
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
教育改革发展优势，促进党建工
作和教育工作深度融合；强力推
进学校党建品牌化建设，有计
划、有步骤地创建党建工作品
牌，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提高
党建工作系统化、科学化水平，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校德智
体美劳“五育”并举，办学策略成
效显著，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
展。

市第十二中学荣获“全国教
育先进集体”“安徽省文明校园”

“安徽省中小学智慧学校示范
校”“淮北市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先进集体”称号，英语组获省
级“青年文明号”，物理组获淮北
市首届“五四青年奖章集体”荣
誉。

加强科学规范管理 形成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学校校党总支不断修订和完
善常规管理的相关制度，师德制
度更完善，管理更科学，考核更规
范。结合实际开展“党员固定活
动日”、警示教育等活动，建立基
层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规范
党组织活动场所使用和管理，确
保党组织日常活动的正常开展。
通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促进党
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
化，使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工作有
章可循，有制度可依。

注重 加 强 对 党 员 干 部 教
育、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
加强党性修养，固守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
品格气节。定期开展党支部党
员组织生活会，领导干部和党
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
群众监督和评议。定期开展一
次党员和群众对总支及党员干
部落实党风廉政情况的考核，
促进了学校形成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环境。

打造品牌抓好师德师风建
设。将党建工作与学校办学理
念深度融合，加强教师的职业道
德教育，引导教师自觉加强师德
修养，以良好师德推动“校风、教
风、学风”建设。同时，在教师中
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学习讨论、
演讲比赛及签订承诺书等活动，
在学生和家长中开展对老师的
评议活动，使敬业爱生的良好师
德风范逐步成为每位教师的自
觉行为。先后开展了“党建引领
三三二联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树旗帜、立标杆”活动，“守
教育初心、担育人使命、作师德
表率”主题教育活动及“三个以
案”警示教育等，设置党员示范
岗和建设党员志愿者队伍，发挥
党员模范带动作用。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打造和
谐向上的党团组织

完善学习机制，将创建学
习型党组织纳入创建学习型学
校的体系中。党总支率先垂
范，从每月一次的总支中心组
集体学习、每季度一次党课做
起，坚持不懈地加强政治理论
和教育理论学习。党员学习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假期集中
封闭式学习交流，有自学、读书
会、专题讨论、报告会、外出参
观学习等。将党员的政治思想
教育和管理纳入全体教师大
会、年级组教师会议、学科组教
师会议等活动中，使党员教师
的常规教育管理做到点面结
合、局部与整体结合、学思结
合，强化了教育学习的经常性、
针对性和时效性。

采取分级谈心的形式，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党内三级谈心
制度是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有
效方法，总支、支部委员之间谈
心，总支委员与支部委员、中层
干部或各级党员干部与党员谈
心，党员与群众谈心，特别是每
位党员落实一至两名群众结对，
开展谈心，党群、干群关系融洽，
也扩大党内民主。

办好中学生业余党校、团
校，培养党的后备力量。每年举
办一期中学生党校；每年通过中

学生团校对高一年级约 800 名
团员进行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培养青年学生崇高品德、
健全人格和进取精神。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管理重
心放到基层一线

创新细化组织管理模式。
把支部建在学科组，把党小组建
在学科备课组上，使党的活动更
富有成效。推行“精细化”管理，
学校管理重心下移，将党支部和
行政管理中年级组管理相互配
合，既稳定党员队伍，又帮助年
级组做好教师思想工作，监督保
证年级组依法自主管理。

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优化发
展党员队伍。注重在教育教学
第一线培养优秀青年教师入党，
促进党员队伍快速壮大。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党员教
师当好先锋模范

党总支立足于擦亮，打造一
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有引领
力的党员队伍，推动学校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学校着力切实
将党建激发出来的活力转化为
引领学校教育发展的持久动力，
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全校教师党员中组织开
展做“四有”好教师党建品牌宣
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广播、橱
窗、黑板报、网站和“两微一端”
等多种形式，宣传、推广先进师
德典型，鼓励党员教师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李莉老师荣获安徽省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李鹏程
老师获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入选
淮北市师德师风宣讲团。

健全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
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管理
骨干的“双培养”机制，充分发挥
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学校
中层以上含年级主任均为党员，
班主任、教研组长、学科备课组
长70﹪以上是党员，党员教师率
先垂范，引领教育教学管理，效
果好，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党建融合德育工作 扎实推
进“三全育人”

积极将党建工作与德育工
作融合。成立以党总支书记为
核心的德育领导小组，建立一支
以党员为主体的德育工作者队
伍，着力打造三个品牌：全面实
施“教师陪伴成长，全员全程育
人”工程，实施“阳光志愿行动”，
打造“书香校园”。校党总支按

照“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生活指
导、学习辅导”的总要求，构建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育人体系。

陪伴教育从校领导开始，特
别是校领导带领党员干部及班
主任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的“一对一”帮扶，定期走访，帮
助困难学生及家庭解决学习生
活双重困难。

班主任是陪伴教育的主力
军，班主任从高一军训开始，参
与并分享学生们学习生活中的
点滴，与学生们心灵交流，与学
生们共同成长，并记录成长过
程，毕业时以毕业册或视频形
式送给学生。课任教师参与陪
伴教育，形成全员全程育人合
力。

班级成立以班主任为组长
的辅导组，辅导老师根据学生实
际，实施个性化教育，在陪伴教
育中成绩显著的李莉老师荣获

“安徽省最美教师”称号。部分
班级实行家长轮流走进教室陪
伴管理，家长在 QQ 群、微信群
交流教育方法，学校、年级组、班
级及家长委员会发挥着家校联
动共同育人作用。

陪伴教育还从校内向社会
延伸，学生走向社区、走向社会
志愿服务，班主任及辅导教师都
全程陪伴，抓准一个个教育的契
机，鼓励、启发、批评、引领，一路
陪伴，收获学生的成长。

党建融合校园文化 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在广大师生中广泛开
展诚信教育，激发广大师生发扬
诚信品德和诚信精神，增强诚信
意识和法律意识，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入手，以诚信教育为基
点，辐射推进崇善尚美的校园整
体文化，做实做细立德树人工
作，以德育人，以文化人，学生收
获的是高雅的气质、高尚的品
格、高强的本领，他们在美丽的
校园里遇到最美丽的自己，并成
就了最美丽的自己。

以“诚信书屋”建设推进思政
教育实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加强诚信广场文化建设，开
辟崭新道德育人阵地；践行诚信，
立德行远——以“诚信考场”建设
带动考风、学风；立足课堂教学渗
透德育核心课程，创新主题活动
实践诚信多彩教育；结合学校师
德师风建设，联合社区和家庭，形
成育人合力，打造全方位、立体的
诚信体系。

润物无声聚心力，育人有道
谱新篇。党建为学校教育搭建
了广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十二中人携手并进、同心同德、
务本求实、开拓创新，充分发挥
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
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建工
作与学校中心工作有机融合，成
就了教师，成就了学生，也促进
了学校的发展。

做好“融合”文章 下足“育花”功夫
——市第十二中学党建立德树人“润无声”

党建“树标”党员“领跑”
——我市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教师诚信宣誓

■ 通讯员 魏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