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广东金融学院委员会文件

粤金院党 〔2016)60号

中共广东金融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好 2016年度党员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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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 《中共广东

省纪委、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开好 2016年度县以上党

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粤组通 〔2016〕

73号 )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开好我校 2016年度党员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民主生活会召开的时间和参加人

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安排在2017年 1月 10日 以前

召开 (具体时间由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根据实际自行安排),校

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安排在2017年 1月 中旬召开 (具体时

间待省委教育工委批准后另行通知)。

处级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原则上以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为

单位召开,参加人为本党总支委员 (直属党支部委员)和处级党

员领导干部。处级党员领导干部较多的机关党总支、教学党总支、

后勤党总支可以以党支部为单位召开,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人数较

少的党总支可以吸收党支部书记参会,也可扩大到全体教工党员

参会。非中共党员的处级领导干部列席会议。

二、准确把握民主生活会主题和基本要求

2016年度民主生活会,要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为主题,围绕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要求,重 点对照 《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 下简称《准则》)和 《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 下简称 《条例》),结合思想和工作

实际,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要聚焦以下四个方面要求开展党性

分析,触动思想、触及灵魂,切实收到实效。一是在政治合格方

面,重点是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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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权威,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在执行纪律合格方面,重点是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忠诚老实,强化组织观念,说老

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三是在品德合格方面,重 点是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

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四是在发挥作用合格方面,重点是践

行正确政绩观,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苦于实干。

这次民主生活会要坚持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

持
“
团结——批评——团结

”,实事求是、出于公心,讲党性不讲私

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不纠

缠细枝末节,不搞无原则纷争,确保开出高质量、好效果。

三、对照 《准则》、 《条例》重点查找六个方面突出问题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 《准则》、 《条

例》规定和要求,紧密结合实际,着重从思想、组织、作风、纪

律等方面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理想信念方面,重 点查找是否存在信仰信念模糊动摇、

精神空虚迷茫,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立场、没有态度等问题。

(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重 点查找是否存在重大问题

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做 “
两面人

”
,

独断专行,搞任人唯亲、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问题。

(三)作风方面,重点查找是否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弄

3



虚作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四风”
变相反弹 潮,不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等问题 。

(四)担当作为方面,重 点查找是否存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

庸懒无为,消极应付、推诿扯皮等问题。

(五)组织生活方面,重 点查找是否存在不主动参加党的组织

生活,不按规定自觉交纳党费,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

题。

(六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方面,重 点查找是否存在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缺失缺位,主要负责同志的第一责任

人责任和班子成员
“
一岗双责

”
落实不到位,执纪不严、违纪不

究,管 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

四、从严从实做好六个环节工作

开好民主生活会,要从严从实抓好以下六个环节工作:

(一)深化学习研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学 习掌握 《准则》基本精神和 《条例》基本要求,深刻

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意

义,切实增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严从实开好民主生活会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并反馈。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听取

党员、干部和师生的意见建议,并原汁原味向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反馈。征求意见建议分两个层面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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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征求对校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意见建议。其具体途径

包括以下三种 :

第一,由 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 (统战部 )、 纪检监察、

人事处、学生工作处、工会、团委以及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

来进行,采取召开座谈会、走访、个别谈话等方式,广泛征求广

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对校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建议。对收

集到的意见、建议要及时进行整理汇总,并于 12月 30日 前报送

学校党委组织部,电子版发至党委组织部黄晓莉邮箱,纸质版送

至行政办公楼 319房。

第二,广大师生员工可直接以书面或电话方式,向 纪委 (电

话:6238)、 党委组织部 (电话:6407)、 监察处 (电话:3939)反

映对校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建议。

第三,广大师生员工可于 12月 26-30日 将填写好的 《征求

意见表》 (见附件 1,自 行下载),直接投入设在校本部一号教师

办公楼或行政办公楼或肇庆校区银信楼一楼大厅的
“
民主生活会

征求意见箱
”

中。

二是征求对中层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意见建议。由各党总

支 (直属党支部 )进行,可采取印发 《征求意见表》(见附件 2)、

召开座谈会、设置征求意见箱、个别谈话等方式,广 泛征求党员、

干部和师生员工对本部门中层领导班子和党员处级干部的意见

建议。

上级党组织要结合工作检查、干部考察、审计、年度考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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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指 出发现的下级班子和成员的问题。

党委、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要认真梳理意见建议,把征求

到的意见建议和问题聚焦到领导班子上、聚焦到班子成员个人

上,切实防止避重就轻、遮遮掩掩。征求意见务必具体明确、有

的放矢,防止空对空、搞形式。

党委、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要将征求到的意见原原本本原

汁原味地反馈给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本人。党委要向校级党员领

导干部个人反馈;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要 向本党总支 (支部 )

的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反馈。党员领导干部要本着
“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

的态度,正确对待群众意见。

三是深入开展谈心谈话。班子主要负责同志与班子成员必

谈,班子成员相互之间必谈,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必谈,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班子成员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

党员代表必谈。谈心谈话要一对一、面对面,既谈工作问题、也

谈思想问题,既谈自身差距、也提醒对方不足,积极营造开好民

主生活会的良好氛围。

四是认真准备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要深刻进

行党性分析,检视党性修养的差距。要认真反思近年来中央、广

东省查处的典型案例,将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作为民主生活

会的反面教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汲取教训,反躬自省,引

为镜鉴。在此基础上,主要负责同志主持研究起草领导班子对照

检查材料,班子成员自己动手撰写发言提纲。个人发言提纲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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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重大事项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以及巡视反馈、组织约谈

函询的问题说清楚、谈透彻。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应 当在民主

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主要负责同志要对班子成员发言提纲进

行审阅把关。

五是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敢于解剖自己,要

落细落小、见人见事见思想,防止以讲道理代替谈问题,以班子

问题代替个人问题。要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联系

个人成长进步经历,联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

实
”
专题教育、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把 自

身问题讲清楚,把问题根源讲透彻,把整改措施讲具体。相互批

评要坦诚相见、开门见山,不 能以工作建议代替批评意见,不 能

搞
“
一团和气

”、当老好人。对批评意见要正确对待、虚心接受,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要负责同志要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带

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六是切实抓好整改落实。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制定整改措

施,形成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整改清单,并在一定范围公开。

要聚焦具体问题立行立改,细化工作措施,强化立规执纪,做到

整改进程和整改效果可检查、可监督,整改情况接受党员、群众

监督。

五、有关要求

党委和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要充分认识开好民主生活会的

意义,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把关,注重实效,防止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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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强化主体责任。党委和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要落实

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要主动作为,切实加强对民主生活会的组

织领导。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好头、

把好关,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民主生活会工作方案,周

密安排包括学习研讨、征求意见建议、谈心谈话、撰写对照检查

材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改落实等六个环节的工作。民主

生活会工作方案内容包括:会议主题、召开时间、会期、地点、

参加人员、列席人员、主要议程以及有关准备工作情况等,同 时

还包括
“
征求群众意见情况

”
和

“
去年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

落实的简要情况
”

两个附件。

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要在民主生活会召开 5天前,把本

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的 民主生活会工作方案、征求群众意见情

况和去年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落实的简要情况,报党委组织部 ,

经审核同意后方可召开会议。

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 )要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后 15天 内,

把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向 党委组织部报告,并在适当范围

通报。上报材料包括会议原始记录复印件、综合报告、整改清单

和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发言稿等。

会前、会后上报的相关材料,除会议原始记录复印件仅报纸

质版外,其他均要求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加盖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印章,一式一份,送至学校党委组织部 (行政办公楼

319房 ),电子版发至党委组织部黄晓莉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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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相关材料,由校党委组织部按上

级文件要求,分别报送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

(二 )加强督促指导。严格执行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指

导下级党组织民主生活会的制度,进一步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

量。省委教育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将参加指导我校党委民主生活

会。我校党委、纪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将参加指导挂钩联系点党

总支 (直属党支部 )民主生活会 (具体安排见附件 3)。

联系人:陈 磊 王 婷 朱培松 黄晓莉 陈树武

联系电话: 6113 6407

附件:1.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表

2.中层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表

3.学校党委、纪委班子主要成员参加中层领导班子

民主生活会安排表

4.中 层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记录纸 (样式 )

中 员会

201 15日

— ˉ

`

'

)劝

融

主动公开  2016年 12月 19日 印发广东金融学院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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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征求意见表

对学校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纸不够可另加页 )

备注 :

1.请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于 2016年 12月 23日 前将填写好的此表电子版发至

党委组织部黄晓莉邮箱,纸质版送至行政办公楼 319房。

2.请师生员工于 2016年 12月 26—
—30日将此表直接投入设在校本部一号教师办公

楼或行政办公楼或肇庆校区银信楼一楼大厅的
“
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箱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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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层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备注:此表为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召开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参考

用表。

对中层领导班子及处级党员干部的意见和建议 (纸不够可另加页 )

1/1

征求意见表



附件 3

学校党委、纪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

参加中层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安排表

参加领导 党总支 联系人电话 陪同人员

党委书记
李建军

工商管理系党总支 张绍图 6800
李竖锐

信用管理系党总支 徐佑荣 5303

党委副书记
院长

雍和明

法律系党总支 温万虎 6837
吴文忠

外语系党总支 范宜波 6063

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
马龙海

经济贸易系党总支 甘寿国 6252
陈树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系党总支
吴 刚 6613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穆 林

财经传媒系党总支 宋艳坤 5563

宋启林创业教育学院党总支 吴晓义 5737

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
扭

才屁
`  

明
·
 6605

副院长
范忠宝

会计系党总支 韩俊梅 6223

曹广祥公共管理系党总支 李保平 1841

机关党总支 戴启国 6689

副院长
王醒男

金融系党总支 周少龙 6192

黄培雄保险系党总支 王中志 8933

教学党总支 胡  乏堇.3937

副院长
刘春阳

肇庆校区党总支
黄海燕

0758-2186638

黄晓莉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系

党总支
刘新强 6177

应用数学系党总支 曾英杰 6281

纪委副书记
罗锡文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 赖志成 6336

郑润权后勤党总支 黄建强 5252

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 陈伟业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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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党组织名称:

2016年度中层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记录

时 间:

地 点:

主持人:

出席人:

记录人:

列席人: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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