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仲党字〔2013〕70号 

 

 

印发《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整改方案》等材料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

制环节工作，学校制定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专项整改

方案及制度建设计划，并准备于 12 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活

动月。现将有关方案材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2.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改方案； 

3.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治活动

月实施方案； 

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制度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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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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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使教育

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果,根据查摆出来的“四风”问题，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整改方案如下： 

一、整改目标 

以解决“四风”问题为目的，以建章立制为手段，以师生满意为

目标，以促进发展为根本，结合学校实际，突出重点，取得实效。 

二、整改思路和整改内容 

针对查摆出来的“四风”问题，以及师生的意见和建议，明确整

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列出整改台账（见附件 1-1），分门别类

进行整改。对具备整改条件的问题立行立改；整改条件尚不成熟的问

题制订计划限时整改；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机制巩固整改成果。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整改责任。建立整改落实工作责任制，各整改事项的

负责单位要负责制定具体整改落实办法以及整改工作的组织实施，其

中排在第一位的负责单位为牵头单位。各单位要结合学校的工作，积

极开展本单位的整改落实工作。要强化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抓好落实，集中解决本单位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各

项整改任务的落实。 

（二）加强组织协调。各负责单位要按照任务分工，认真履行整

改责任，在整改期限内按时按质完成整改任务。相关分管领导和单位

要积极配合，齐抓共管；整改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按程序提

交学校研究解决。 

 

附件：1-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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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台账 

序

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计划完成时间 

负责 

单位 
负责人 备注 

①11 月份，开展新任干部培训班。 

②12 月份，开展专项治理教育月活动。 

③12 月底，对试用期满的干部进行考核。 

立行立改 

1 
干部队伍中存在“庸、

懒、散、奢”不良风气。 

④制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干部考核问责监督制度》。 2013 年 12 月 30 日

组织部

纪  委

人事处

党政办

吴亚玲 

刘  兵 

朱立学 

何军峰 

专项

整治 

①党政办公室统一协调会议安排，控制会议规格和规

模，改进会议方式。 

②统筹发文管理，精简各类发文，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尽量减少文件印发数量。 

立行立改 
2 

学校存在“文山会海”

现象，有时会议过长过

密集。 

③制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会议管理规定》。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党政办 何军峰 
专项

整治 

①扎实开展“五个一”工作。 立行立改 

3 

校领导密切联系群众、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

够。 

②制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领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制

度》。 
2013 年 12 月 30 日

组织部

党政办

吴亚玲 

何军峰 
 

①每学年向教代会、民主党派、老同志通报校情一次。 立行立改 

4 
校情通报、校情公开做

得不够。 ②进一步健全学校校务公开制度。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党政办

统战部

工  会

离退处

何军峰 

杨瑞香 

梁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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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党政办协调安排校领导参加同一公务活动的用车，防

止浪费。 

②学校领导到下级单位调研和检查工作，不接受下级单

位工作宴请。 

立行立改 

5 

学校领导参加同一公务

活动时，用车有浪费现

象；到下级单位调研时，

有时会参加聚餐。 ③制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进一步规范公务管理，改进

工作作风的若干规定》。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党政办 何军峰  

①每学年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一次，了解青年教师生

活、工作情况。 
立行立改 

6 
学校对青年教职工关心

不够。 
②制定青年教师《培青育英计划》。 2013 年 12 月 30 日

人事处 朱立学  

7 
学校岗位聘任工作进展

较慢。 

全面落实仲党字﹝2012﹞24 号文精神。其中，2009 年

以前受聘人员，11 月份起按首轮岗位聘任方案兑现待

遇；2010 年晋升职称的，拟从 2014 年 1 月起兑现待遇。

立行立改 
人事处

财务处

朱立学 

赵晓明 
 

①认真排查浪费现象，制定节约措施，建设节约型校园。 立行立改 总务处 李志鸿 

8 

学校的水、电等存在浪

费的现象；开源节流方

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②出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开源节流的实施办法》，完

善学校鼓励增收节支的激励机制。 
2013 年 12 月 30 日 财务处 赵晓明 

 

9 
教工宿舍加装电梯工作

进展较慢。 

①学校住宅楼加装电梯领导小组加快与住户协调工作。

②抓紧做好第 12 栋住宅楼东西电梯的设计、报建和安

装工作。 

③促进第 35 栋教工宿舍电梯报建工作。 

立行立改 总务处 李志鸿  

10 
学校过渡房管理有待进

一步加强。 

按学校过渡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申请分配过渡房教职

工进行资格审查，计分排队，然后公布房源，分配房屋。
立行立改 总务处 李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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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白云校区教师午间和课

间休息室场所和设施不

足。 

①落实白云校区综合楼 A313、314 作为教师午间休息

室、添置躺椅等设备，完善管理。 

②进一步完善白云校区教学楼教师课间休息室设备，方

便教师课间休息。 

2013 年 12 月 30 日
白云办

总务处

李一文 

李志鸿 
 

①校外：协调市政公交部门，力争增加白云校区到地铁

口的班车班次。 
立行立改 白云办 李一文 

12 

白云校区学生往返两校

区的交通条件有待进一

步改善。 ②校内：增加周末两校区直达班车班次。 立行立改 总务处 李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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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职能部门和二

级学院负责人深入白云

校区了解师生情况不

够。 

①校领导应在白云校区开展“五个一”工作。 

②有学生在白云校区的院（系）应建立白云校区领导值

班制度。 

③职能部门负责人每月应定期或不定期深入白云校区

了解工作。 

立行立改 党政办 何军峰  

14 
海珠校区风雨球场利用

不够。 

①修缮风雨球场，完善硬件设施。 

②完善管理制度，对教职工开放，提供运动场所。 
2013 年 12 月 30 日

体育部

总务处

张国平 

李志鸿 
 

15 
海珠校区校园交通管理

有待进一步加强。 

①设计安装门禁系统，申请广州市车辆停放资质。 

②修改海珠校区车辆停放管理办法，加强对校园内车辆

管理，提高校园交通管理水平。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前初见成效 
保卫处 石锐金  

16 
绩效工资制度改革较

慢。 

在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绩效工资改

革制度。 
2013 年 12 月 30 日

财务处

人事处

赵晓明 

朱立学 
 

注：排在第一位的负责单位为牵头单位，排在第一位的负责人为牵头负责人。 



 

附件 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专项整治方案 

 

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治

的部署要求，为切实解决我校师生反映突出的党员干部“四风”方

面的问题，用整改的实际效果取信于师生员工，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以中央和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为指导，以

转变作风、提高效能为目标,坚持以自查自改为主，集中检查与日常

监督检查结合，纠正问题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全面组织开展对工作

作风问题的专项整治，力争到年底前，使全校各单位及干部队伍工

作作风、履职效能、整体形象等实现根本扭转。 

二、专项整治重点及措施 

紧扣“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着力解决我校党员干部“四

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以下两项专项整治工作。 

(一)整治文山会海 

1.整治内容：“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的问题；会

议时间长、参会人员多,会议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文件数量多、篇幅

长的问题。  

2.整治目标：按照“能少则少、能短则短、能精则精、能简则

简”的要求，大力倡导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切实改进会风、

文风。通过专项整治，形成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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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措施： 

（1）认真审核把关，努力减少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党政

办公室负责会议统筹协调，切实减少会议数量和重复发文及不必要

发文，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2）厉行勤俭节约办会。凡涉及经费开支的会议应严格按照有

关廉政建设的规定执行，严禁铺张浪费。 

（3）学校出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会议制度》，用制度进一步

规范办会。  

（二）整治执行力不强、工作效率低、干部“庸懒散奢” 

1.整治内容：重点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推诿

扯皮、办事效率低下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干部“庸懒散

奢”的问题：不遵守上下班纪律、上班期间上网聊天、玩游戏、炒

股、看视频等。 

2.整治目标：以转变干部作风、优化发展环境为着力点，以思

想教育、解决问题、严肃纪律为抓手，以奖优、治庸、罚劣为原则，

以优良的党风促校风、教风、学风，着力打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

工作上叫得响、作风上过得硬的党员干部队伍。 

3.具体措施： 

（1）举办中层干部培训班。学校于 11 月中下旬举办中层干部

培训班，培训去年中层干部换届以来提拔的中层干部。通过培训，

提高中层干部的理论水平、政治素养、综合管理能力和为师生服务

的能力。 

（2）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月。学校将于 12 月集中用 1 个月的时

间在全校党员、干部、职工中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月，切实转变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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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风（详见附件）。 

（3）做好干部绩效考核工作。结合新提拔中层干部试用期满考

核、学校管理岗位聘任考核以及学校年度考核工作，从德、能、勤、

绩、廉等方面对干部职工进行考核，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提高考

核针对性，真正做到以考核表彰先进，鞭策后进。 

（4）建立转变作风的长效机制。坚持专项整治与建章立制相结

合，以制度机制巩固作风建设成果，努力实现反对“四风”、改进作

风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有关部门要根据学校建章立制的计划

及任务分工，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专项整治是整改落实的重要途径和解决“四

风”问题的有效方法。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要按照学校的要求和部

署，针对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整治力度，以专

项整治工作的成果推动全校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注重

制度建设，从加强专项整治向工作常态化转变，用扎实有效的工作，

促进问题的解决和作风的改善。 

(三)严格督查把关。学校将通过专项检查、明查暗访等形式，

对干部“庸懒散奢”等问题进行督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对

相关单位负责人实行问责。 

(四)做好评议工作。专项整治要敞开大门，全过程置于师生监

督之下。专项整治效果要通过民主评议、民意调查等方式让师生评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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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专项整治活动月实施方案 

 

根据《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治

方案》的要求和安排，学校将于 12 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活

动月。现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活动目标 

通过集中整治，切实解决我校当前管理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

奢”等突出问题，激发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积极主动工作的热情，

提升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 

二、活动对象 

全校范围内除专任教师外的党员、干部、职工 

三、整治重点 

（一）治庸提能。重点整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工作畏难、

能力不足等问题，促使党员、干部、职工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

增强进取精神，提升工作能力。具体整治下列行为： 

1．不重视学习，工作思路不宽，办法不多，工作推进不力。 

2．对负责的工作不敢抓不敢管，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

批评，当老好人，甚至掩盖问题。 

3．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无所作为，既无责任心、又无紧迫感。 

（二）治懒提效。重点整治精神不振作、办事不用心、工作不

尽责、服务不用情，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敢担当、效率低下等

突出问题，促使党员、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进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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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效果。具体整治下列行为： 

1．精神不振作，懒于做事、懒于深入、懒于创新。  

2．工作推进不力，服务态度不好，对职责范围内的事能解决而

不及时解决，对师生反映的问题不妥善处理。 

3．缺乏责任意识，怕出事、不敢担当。 

（三）治散提神。重点整治纪律涣散、各自为政、工作松散及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促使党员、干部、职工增强大局意识、

纪律意识，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财务纪律、工作纪律，把思想和精

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具体整治下列行为： 

1．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 

2．擅离职守、迟到早退、无故不上班，长期不上班或逾期不归

的。 

3．不遵守会议纪律，开会缺席、迟到、早退、无故请人代会等。 

（四）治奢倡俭。重点整治铺张浪费、贪图享乐、“三公”消费

中违反规定，评比表彰、检查考核过多等问题。具体整治下列行为： 

1.以考察学习、举办会议和培训等名义，违反规定进行不必要

的公务活动。 

2. 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如浪费水电等问题。 

四、活动步骤 

（一）学习宣传周(12 月 2 日-8 日) 

各单位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通过各种方式认真学习中

央和省委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专项整治的相关

文件精神，重点学习《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广东省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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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实施办法》、省纪委《关于

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见》等规章制度，

使党员、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庸懒散奢”行为的危害性和加强工

作效能建设的重要性。 

（二）自查自纠周(12 月 9 日-15 日) 

各单位要采取座谈讨论、专题会议等多种形式，结合干部、职

工的岗位职责，逐条对照检查，认真查找在思想、纪律、工作等方

面存在的“庸懒散奢”问题。党员、干部、职工要采取自己找、领

导点、群众提、互相帮等形式，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原

因，下真功夫进行自纠。 

（三）行为规范周（12 月 16 日-22 日) 

各单位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按照学校的相关制度规定，严

格规范党员、干部、职工的日常工作行为。通过树立先进典型，使

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努力使行为规范内化为党员、干部、职工的

自觉行动，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树立管理队伍的良好形象。 

（四）考核评议周（12 月 23 日-31 日） 

各单位的专项整治情况要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自

觉接受师生监督、评议，评议结果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公布。专项整

治考核评议结果要作为评价干部、评先树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五、保障措施 

（一）“一把手”要负起责任。各单位负责同志要作为专项整治

的第一责任人，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扎实推进专项整治活动月

的各项工作。要切实起到率先垂范作用，既要以身作则带头整治，

又要督促下级搞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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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督查，落实责任。学校实践办和督导组要加强专项

整治活动月的监督检查，及时了解掌握进展情况，督促解决存在问

题。纪委、党政办公室、组织部、人事处等部门要通过检查、抽查、

明察暗访等形式，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通过一

定形式公布。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单位要将干部作风整治常态化，长期

坚持，杜绝“闯关”心理，认为专项整治活动月结束了就万事大吉。

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专项整治与制度建设相

结合，及时总结提炼开展集中整治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使其上

升转化为有效管用的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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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制度建设计划 

 

根据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做好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工作的通知》（粤群组发〔2013〕27 号）

精神和部署，以及《广东省省直单位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制度建

设参考指南》，按照聚焦“四风”问题、科学管用、符合政策法规的

原则，针对学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以来查摆出的问题，以建立健全

合理配置办学资源、预防惩治学术腐败、去行政化、干部作风考核

等方面制度为重点，着眼于建立健全改进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制度建设计划如下： 

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进一步规范公务管理，改进工作作风的

若干规定》 

负责单位：党政办公室（牵头）、纪委、总务处、外事处 

完成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日 

2.《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会议管理规定》 

负责单位：党政办公室（牵头）、党委宣传部 

完成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3.《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领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制度》 

负责单位：党委组织部 

完成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开源节流的实施办法》 

负责单位：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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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5.《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实施办法》 

负责单位：学生处 

完成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日 

6.《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进一步加强教风建设的实施办法》 

负责单位：教务处 

完成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日 

7.完善《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制订和完善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议事范围、议事程序、决议

执行等方面细则，保障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充分体现教授治学。 

负责单位：科技处 

完成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日 

8.《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预防和惩治学术不端的制度》 

负责单位：科技处 

完成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9.《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各种评比表彰活动

的实施办法》 

负责单位：党委宣传部 

完成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日 

10.《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层干部考核问责监督制度》 

负责单位：党委组织部 

完成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请相关责任单位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按学校相关发文程

序形成正式文件。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