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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校党建 强化立德铸魂

浙大成立
亚洲文明研究院

省教育厅新年密集部署高校党建工作
本 报 讯（记 者 武 怡 晗 邵 焕 荣）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
1 月 11 日，省教育厅党委召开全省普通高
部署要求，要深入推进高校党建研究和
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暨“抓院 “抓院促系、整校建强”铸魂行动。要找
促系、整校建强”铸魂行动推进会和全省
准坐标方位，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民办高校党建工作交流会，部署新一年高
中全会精神、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角
校党建工作。
度审视，牢牢把握新时代高校党建和党
在推进会上，省党建研究会副会长
建研究面临的形势任务。他要求，要突
朱贤文宣读了贺信，对省普通高校党建研
出主题主线，深入推进“抓院促系、整校
究专业委员会长期以来推动高校党建工
建强”铸魂行动。要聚焦“立德铸魂”再
作发展予以充分肯定。据了解，近年来， 推进。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校党建研究专委会和党建研究工作扎
主题教育成果，落实教育者先受教育要
实开展，党建研究活动丰富、成果丰硕，形
求，深化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不断
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创新成果、 提升立德铸魂实效。要聚焦“领航护航”
实践成果，为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水平提供
再推进。各校要对标对表《关于加强高
了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有力推动浙江高
校党的政治建设的若干措施》七个方面
校党建工作走在全国教育系统前列。
要求，细化举措，推动落地。要健全党领
会议书面审议了第二届党建研究专
导高校的体制机制，修订学校相关会议
委会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省普通高
运行规则，落实二级院系书记、院长对人
校党建研究会专业委员会章程。会议选
才引进、年度考核、廉政责任等重要工作
举了新一届高校党建研究专委会理事、常
的“双签字”制度。要加强党对民办高校
务理事。省教育厅党委副书记干武东当
的领导。要聚焦“提质强基”再推进。把
选第三届省普通高校党建研究专委会理
工作重点抓向二级学院、顺延抓到基层
事长。同时，新当选理事代表、中国美术
系部，通过建强基层组织推动学校党建
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作了表态发言。
整体质量提升。要深化“对标争先”建设
在推进会上，干武东提出，围绕学习
计划，建强基本队伍，高质量做好在高知

群 体 和 大 学 生 中 发 展 党 员 工 作 ，确 保
2022 年年底前院系级以上党务干部都轮
训一遍。要强化基本保障，认真研究落实
党务干部职务职级“双线晋升”
、承担的党
建工作计入总体工作量等政策，办好用好
一批示范性党群服务中心、党员之家。要
聚焦“创新赋能”再推进。强化向创新要
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意识，树立系统集成、
整体智治、闭环管理等理念。要创新抓党
建工作机制，今年省教育厅党委建立厅机
关协同聚力抓党建工作机制。高校党委
和行政各部门、各二级单位也要做到党建
与业务共同谋划推进。要创新党员队伍
管理制度，探索形成针对性管理制度。要
创新党建保障机制，用好财政专项资金，
探索开展高校“数字党建”工作，推进校地
党建共同体建设。
会议还研究部署了高校党建和党建
研究工作。会上，浙江大学党委、温州医
科大学党委、浙江树人学院党委、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和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党委等 5 家单位围绕“抓院促系、
整校建强”作了交流发言。
在全省民办高校党建工作交流会
上，干武东对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要重点在五个方面着力：一是
要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着力打造加
强党对民办高校的领导新格局；二是要
着眼增强政治领航能力，完善科学有效
的民办高校党的组织体系；三是要探索
实施民办高校党组织负责人选派机制，
打造高水平的民办高校“领头雁”队伍；
四是要创新协同发展机制，以高质量党
建推动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五是要层
层压实工作责任，铸牢落实民办高校党
的建设责任链条。
会上，浙江树人学院、宁波诺丁汉大
学、宁波财经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等 5 所民办
高校先后作交流发言。省委组织部两新
处处长何斌到会指导并充分肯定了民办
高校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17 所民办高
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会议要求，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坚定信心、
开拓创新，以浙江“三地一窗口”的使命
担当，高质量推进高校党建和党建研究
工作，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先行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省多所高校入选
“双带头人”
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100
个第二批全国高校
“双带头人”
教师党支
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名单。我省有 9 所高
校入选，
地方高校入围数居全国首位。
上榜高校有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
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温州医科大
学、浙江树人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等。
“ 学院已把‘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
书记培育工作列入年度计划和党委重
要议事日程。”金职院医学院党委负责
人表示，将全力支持上榜的护理党支部
开展理论和实践探索，指导形成符合学
校实际、兼顾学科专业特点、可示范可
推广的“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
作法，引领带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全面提升。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我省高校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着力提升组织力，
注重提高每一位党员的政治站位、政治
素养、政治担当，在服务国家战略、打造
双创金课、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等
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据了解，
“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
记工作室建设是教育部实施高校教师
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重
要抓手之一，建设周期为 3 年。入选工
作室将重点围绕抓好党建主责主业、强
化支部政治功能等五方面建设任务，着
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本报记者）

请“小候鸟”留下来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我省倡导民众在浙过年。临近期末，
武义县多个部门、机构和企业代表共同走进泉溪镇王山头小学，
通过“流动少年宫”
“妈妈的味道”，以及心理疏导、图书捐赠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用热情和关爱，邀请“小候鸟”留在武义过
年。图为妇联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包馄饨。
（本报通讯员 连旭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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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柯溢能）1 月 9 日，浙江
大学举行了亚洲文明研究院成立仪式，以推
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前沿研究。
据悉，研究院响应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的国家重大战略，致力于为亚洲文明交
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浙大智
慧。研究院将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人文外
交上发挥窗口作用，在事业发展中源源不断
培养国际化人才，在交叉会聚中打造引领性
创新高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打造一流高端
智库。研究院首席专家、浙大文科资深教授
许钧说，通过人文社科领域优势学科的交叉
融合，研究院将对亚洲区域多元文明的交流
互鉴作出积极贡献。
当日，还举办了亚洲文明交流与互鉴高
端论坛。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
资深教授葛兆光，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明
德书院院长王子今等专家分别作主旨报告，
围绕亚洲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构建和现实挑
战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海盐：
校园兴起“厕所革命”
本报讯（通讯员 朱小芳 顾海滨）近
日，海盐县百步中学顺利完成改厕工作，整
洁干净的厕所让师生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原先百步中学使用的是老式的沟槽式
厕所，加之年久失修，厕所又脏又破。
“ 上厕
所要憋足一口气，像打仗一样，真的很不方
便。”学生陈翊恒说。此外，由于厕所大小便
蹲位均不设门，缺乏隐私保护。青春期的孩
子比较敏感，不少学生由于羞涩，都站到两
边角落里，上厕所反而要排队。
去年，海盐按照坚持尊重隐私、环保节
能、美观实用的原则，投入 1600 万元，对全县
26 所中小学、幼儿园的 341 间老旧厕所进行
改造提升，
包括更新升级大小便器具、重新装
修墙壁和天花板、完善洗手设施等。
“学校一
共改造提升了 16 间厕所，
投入 75 万余元。效
果很明显，教师和学生的反应都很积极。”百
步中学校长汤联华说。
在全县统一配置和要求的基础上，海盐
还针对各校实际情况进行了个性化的设计
和改造。在通元中心幼儿园，学校功能教室
的厕所根据幼儿身高，专门进行了小型化设
计。幼儿园总务主任陈建娟介绍，厕所小巧
可 爱 ，功 能 一 项 不 少 ，还 配 置 了 幼 儿 洗 手
液。孩子们可以自己完成如厕，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而在秦山小学，厕所配置了消毒
设备和熏香器具，保洁员则加大了对厕所的
打扫频率。
接下来，海盐还将加强对改后厕所的监
管使用，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深化校园文明
建设，确保此项民生工程落到实处。
“改善中
小学厕所环境，是校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学校厕所改造
提升工作，督促各学校完善厕所运行管理机
制，促进学生文明习惯养成。”该县教育局教
育保障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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