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校党政部署重点工作公开推进表
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                                                                                                                  2018年12月29日更新     电话： 4455697

督办类型：领导批示（PS）   党委常委会（DW）    校长办公会（XZ）   领导办公会（ZT）      

责任单位 督办编号 督办事项 办结时限 办理结果

党委办公室
（学校办公室）

【DW2018011】 研究制订学校党务公开办法 2018年1月19日 已按期办结

【DW2018013】 制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 2018年1月19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01】 研究制订会议室使用管理办法 2018年1月26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15】 起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方案 2018年4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25】 筹备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督办 2018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

【PS2018025】 起草党风廉政建设任务清单并开展检查 2018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组织部

【DW2018007】 开展2017年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考核 2018年1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DW2018014】 开展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2018年3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DW2018033】 建立健全干部正常流动机制 2018年5月31日 已完善落实，并逐步推开。

【PS2018025】 起草党建工作任务清单并开展检查 2018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宣传部

【DW2018010】 制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实施方案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DW2018012】 筹备召开全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2018年4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41】 出台深化文明校园建设实施意见 2018年4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01】 上线运行学校英文网站 2018年5月1日 已完成网站建设，暂不具备上线条件。

【PS2018020】 筹备召开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动员大会 2018年5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25】 起草思政工作任务清单并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情况检查 2018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工会 【DW2018015】 筹备召开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九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018年4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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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类型：领导批示（PS）   党委常委会（DW）    校长办公会（XZ）   领导办公会（ZT）      

责任单位 督办编号 督办事项 办结时限 办理结果

学生工作处

【ZT2018002】 论证学生生活服务设施纳入双创项目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ZT2018038】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示范高校项目申报 2018年5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发展规划
与政策研究室

【PS2018017】 起草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方案 2018年3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02】 起草对接曲阜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区建设规划方案 2018年4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22】 对“十三五”规划落实进行中期调度 2018年6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03】 制订开展学校改革发展对策研究方案 2018年8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人事处

【ZT2018004】 牵头研究制订2018年人才引进原则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06】 “1361”人才届满及第1次岗位聘任考核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67】 修订完善新的博士后管理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PS2018007】 起草加强和改进教师思政工作实施意见 2018年4月30日 已办结

【ZT2018005】 研究进一步修订完善职称评审办法 2018年4月30日 已完成修订，正在进行新一轮意见征集和反馈。

人才工作处

【ZT2018066】 研究制订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2018年3月9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07】 研究制订新的人才工程实施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ZT2018068】 制订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制度 2018年3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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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类型：领导批示（PS）   党委常委会（DW）    校长办公会（XZ）   领导办公会（ZT）      

责任单位 督办编号 督办事项 办结时限 办理结果

教务处

【ZT2018008】 研究制订教学用房使用管理办法 2017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XZ2018001】 制订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管理办法 2018年1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37】 制订“课堂教学质量年”“一流专业建设”方案 2018年3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11】 牵头制定教学奖励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ZT2018009】 制订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方案 2018年4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研究生处

【DW2018009】 推出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情况分析报告 2018年1月25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12】 论证制订学科分层建设方案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ZT2018013】 研究制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方案 2018年5月31日 已办结

【XZ2018006】 研究形成全校学科评估分析报告 2018年6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科技处

【ZT2018018】 研究修订完善科研奖励办法 2018年1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17】 论证自然科学优势特色研究方向 2018年4月30日 已办结

社会科学处

【ZT2018019】 研究修订完善科研奖励办法 2018年1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20】 论证社会科学优势特色研究方向 2018年4月30日 已办结

【PS2018003】 论证申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方案 2018年5月31日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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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类型：领导批示（PS）   党委常委会（DW）    校长办公会（XZ）   领导办公会（ZT）      

责任单位 督办编号 督办事项 办结时限 办理结果

国际交流合作处 【ZT2018022】 研究制订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方案 2018年4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国内合作处

【ZT2018023】 研究制订校院两级筹资办法 2018年4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39】 建立校院两级校友工作体系并制定相关实施意见 2018年9月30日
已形成院校两级校友会体系构建实施意见，25个
教学单位校友分会成立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财务处

【ZT2018024】 修订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25】 按照绩效原则论证2018年财务预算 2018年3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40】 制定学校内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2018年4月30日 已办结

【ZT2018054】 出台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2018年12月31日
已办结。根据省财政厅、教育厅有关绩效管理的
文件、规定，持续推进学校预算绩效管理。

【ZT2018055】 启动项目库建设 2018年12月31日
已办结。已启动项目库建设，2018年学校重大项
目已纳入项目库进行管理。

【ZT2018056】 制定中层单位合法合规收入管理办法 2018年12月31日
已办结。已出台校字51号文件、学校内部控制建
设实施方案等，规范学校各类收入管理。

审计处

【ZT2018058】 开展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管理专项审计 2018年6月30日
待上级有关规定出台后，继续跟进专项审计工作
。

【ZT2018057】 推进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 2018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进行会计制度改革和试行网上报账
。

【ZT2018059】 开展中层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对96名中层干部分四期进行开展经
济责任审计。

资产管理处

【ZT2018027】 完善招投标采购办法 2017年12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28】 清理、收回全校经营性资产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XZ2018007】 制订产业改制相关工作方案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26】 研究制订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 2018年5月31日 已形成办法初稿，待上会研究审议。

【ZT2018065】 制订精细化规范管理制度 2018年6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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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督办编号 督办事项 办结时限 办理结果

保卫处
【ZT2018029】 制订严控外来人员及车辆进校管理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ZT2018030】 制订加强教学区楼宇门卫管理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后勤管理处

【ZT2018032】 论证2018年全校维修修缮项目 2018年1月5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31】 完成办公用房调整 2018年1月29日 已按期办结

【PS2018005】 论证并组织分步实施大学生活动中心设备维修 2018年3月15日
已按期办结

(学校已研究决定纳入2019年政府采购计划)

【PS2018004】 制定原机械厂区域综合改造方案 2018年3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43】 继续推进师生餐饮等生活服务项目
全年推进，2018年6
月30日为落实节点。

已完成研究生公寓食堂招标，完成施工，于9月
10日对外营业。

【ZT2018064】 建设校园维修工程项目库 2018年5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63】 研究制订《行政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63】 开展年度行政办公用房检查 2018年7月31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60】 建设标准化食堂 2018年9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博物馆 【PS2018027】 举办教师博物馆首次公开展览 2018年10月28日 已按期办结

实验教学
与设备管理中心

【ZT2018034】 研究制订实验用房使用管理办法 2018年1月10日 已按期办结

【ZT2018033】 完善实验设备采购论证办法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ZT2018035】 研究制订大型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方案 2018年3月31日 已办结

网络信息中心
【PS2018016】 开发实施会议考勤系统 2018年4月30日 已按期办结（试行微信考勤）

【PS2018021】 推行实用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2018年6月30日 已按期办结

教学评估
与研究中心

【XZ2018004】 开展校院两级师范专业自评认证 2018年4月30日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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