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信发[2016]9 号              签发人：夏邦权  

 

关于印发《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2017 学年第一

学期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安排意见》的通知 

 

各系、实验中心、学院办公室、各党支部： 

根据《安徽理工大学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政治理论学习

活动安排意见》，结合学院实际，学院党委研究制定了本学期政治

理论学习活动计划，现将学习计划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单位、各党支部要加强对本单位和教工、党员个人政治理

论学习的领导和考核，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和学校、学院方案，

提高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为推进学院发展

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各单位、党支部要严格按照学习计划组织实施，健全制度，



严肃纪律，采取集中学习、自学、座谈会、专题研讨、实地调研

考察、看录像等多种形式，抓好集中学习的“内容、时间、地点、

人员、记录”五落实，完成各项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教育效果。

学院党委将在学期末对学习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考核

结果与年终考核、评先、评优挂钩。 

附件： 

1、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党委中心组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2、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党员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3、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中共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抄送：校党委宣传部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 年 9 月 13 日印发 

                                        



 

附件1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 
专   题  学 习 内  容 重点研究与思考 主讲人 计划时间 

一 
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等重要文献。2．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报道、评论员文章。 

重点思考如何用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精神指导推动学校、学院改
革、促进学院发展。 

徐关怀 2016.09 

二 

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安徽省
第十次党代会
精神 

1.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等会议文件，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2．安徽
省第十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 

重点思考如何不断加强和改
进学院党的建设。 

欧阳名三 2016.10 

三 
党章党规和党
史党建知识 

1．《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等。2．《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
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规章等。3．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重点思考如何加强学院党的
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夏邦权 2016.11 

四 党风廉政教育 

1．《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
委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3．中纪委、教育部党组、中共安徽省委和省纪委、
学校党委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 

重点思考如何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长效机制。 

祝龙记 2016.11 

五 事业发展教育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等国家和省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文件精神。2．《安徽理工大学“十三五”发
展规划》和 11 个子规划。 

重点思考如何推进“双一流”
建设和国内一流的地方高水平大
学建设，推动学院发展。 

李敬兆 2016.12 

六 

普法和国家安
全、意识形态教
育、校内规章制
度教育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网络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
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2．《安徽理工大学章程》和校内规章制度。
3．《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及党报、党刊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高校意识形
态工作的论述。 

重点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依
法治校，如何增强党员干部做好国
家安全工作的责任感。 

虞尚元 2017.01 

     



附件2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党员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专   题  学 习 内  容 重点研究与思考 

一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等重要文献。2．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3．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人民
日报》等党报党刊报道、评论员文章。 

重点思考如何用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指导推动学校、学
院改革、促进学院发
展。 

两周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安徽省第十次党
代会精神 

1.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等会议文件，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2．安徽省第十次党代会
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 

重点思考如何不
断加强和改进学院党
的建设。 

一周 
党章党规和党史党建
知识 

1．《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等。2．《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
规章等。3．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试行)》。 

重点思考如何加
强学院党的建设，把
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
处。 

两周 党风廉政教育 

1．《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中纪委、教育部党组、中共安徽省委和省纪委、
学校党委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精神和工作部
署。 

重点思考如何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长效
机制。 

一周 事业发展教育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国家和省促进高等教育
发展的文件精神。2．《安徽理工大学“十三五”
发展规划》和 11 个子规划。 

重点思考如何推
进“双一流”建设和
国内一流的地方高水
平大学建设，推动学
院发展。 

一周 

普法和国家安全、意
识形态教育、校内规
章制度教育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
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网络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
施条例》、《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2．《安徽理工大学
章程》和校内规章制度。 
3．《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及党报、党刊关
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 

重点思考如何进
一步推进依法治校，
如何增强党员干部做
好国家安全工作的责
任感。 

一周 党员发展细则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安徽

省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安

徽理工大学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 

重点思考新时期

党员标准。 



附件3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教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专   题  学 习 内  容 重点研究与思考 

一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等重要文献。2．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3．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人民
日报》等党报党刊报道、评论员文章。 

重点思考如何用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指导推动学校、学
院改革、促进学院发
展。 

两周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安徽省第十次党
代会精神 

1.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等会议文件，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2．安徽省第十次党代会
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 

重点思考如何不
断加强和改进学院党
的建设。 

一周 
党章党规和党史党建
知识 

1．《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等。2．《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
规章等。3．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试行)》。 

重点思考如何加
强学院党的建设，把
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
处。 

两周 党风廉政教育 

1．《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中纪委、教育部党组、中共安徽省委和省纪委、
学校党委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精神和工作部
署。 

重点思考如何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长效
机制。 

一周 事业发展教育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国家和省促进高等教育
发展的文件精神。2．《安徽理工大学“十三五”
发展规划》和 11 个子规划。 

重点思考如何推
进“双一流”建设和
国内一流的地方高水
平大学建设，推动学
院发展。 

两周 

普法和国家安全、意
识形态教育、校内规
章制度教育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
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网络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
施条例》、《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2．《安徽理工大学
章程》和校内规章制度。 
3．《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及党报、党刊关
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 

重点思考如何进
一步推进依法治校，
如何增强党员干部做
好国家安全工作的责
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