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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体育科学学院纪律教育

学习月活动计划

根据省委第三巡视组巡视学校党委工作动员会上领导

的讲话精神（华师党委[2018]3１号）和学校《关于开展 2018

年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意见》（华师党委[2018]32 号）的

总体要求，特制定 2018 年体育科学学院纪律教育学习月活

动计划。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曾胜昌 周爱光 副组长：彭 海 秘书：丁 旋

组员：陈 流 邓星华 黄 波 李志胜 沈蔚瑜

叶松东 胡汉然 周梦圆

二、教育主题和总体安排

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主题，

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全院党员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

活动。通过教育学习，进一步引导学院广大党员旗帜鲜明讲

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理想信念，

自觉用党章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

别力，坚决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增强纪律

观念、强化纪律执行，共同营造凤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自觉为广东深入贯彻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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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窗口”，为学院力争建设国家一流学科和培养勇于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层人才而努力工作。

2018 年体育科学学院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安排在 10 月

份，以学院党委集中教育与党支部分组学习相结合，理论学

习与实践教育相结合，警示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专题培

训与组织活动相结合，交流分享与个人撰写心得相结合等形

式，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教育。

三、教育学习内容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与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贯

通起来，一体贯彻落实。要通过深入学习，深刻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坚

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

记“五个必须”，坚决反对“七个有之”，把党支部锻造得

更加坚强有力；深刻认识当前我们党面临的风险考验和依然

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强化学院党员抓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意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部署，组织开展体育科学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形势任务教育，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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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

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深刻认识

广东在全国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责任，把对党忠

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各

级党员干部要做到抓学习、勇担当、勤作为、重实效，奋力

推进学院的各项工作计划，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学院

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特点，将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党员应知应会知识与体育定向

越野活动结合起来，中国故事与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结合起

来，教工党员与学生党员结合起，开展有特色的教育活动。

（二）开展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组织开展“学党章，明

党史，守党纪”教育学习活动。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

强对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监督的意见》等党内法规。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党章意识，自觉尊崇党章，坚决贯彻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

增强纪律意识，严守纪律底线，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



4

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

增强监督意识，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反对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结合学院实际，进一推动“两个责任”落实；教育党员

干部在本科招生、研究生复试等重点领域做到保密、廉洁，

制定学院党风廉政建设相关文件。

（三）开展警示教育。加强违纪违法案件剖析通报，用

好违纪违法人员忏悔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典型案例为镜

鉴，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

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提高警示教育的政治性，坚决全

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

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让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

政治自觉。

（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教育。组织学院党员干部赴名

人故居、东江纵博物馆、三大会址、鸦片战争博物馆等爱国

教育基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向善向上。组织全院师生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在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提高教职员工职业道德

修养和廉洁自律意识，规范教师学术道德和诚实守信的学术

行为，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廉洁诚信教

育和课堂作风建设，将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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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党团活动等工作中。努力培养学生崇

尚真知、文明礼貌、诚实守信、洁身自好的良好道德品质。

充分利用学院公众号“体科热点”宣传平台，加强新闻舆论

宣传，对纪律教育月的各项活动跟踪报道，营造浓厚的活动

氛围。

四、有关要求

（一）落实责任。学院党员干部做好表率，各党支部严

格按照本计划要求落实，认真抓好纪律教育学习，履行党支

部间监督责任，加强督促检查，确保纪律教育学习各项工作

取得实效。

（二）注重实效。要切实把纪律教育学习与解决实际问

题相结合，切实做好规定动作，创新自选动作，确保活动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

基础上，创新丰富教育载体形式，结合学院实际，广泛开展

体验式、互动式、启发式教育，增强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

（三）总结提升。学院党员领导、副科级以上干部结合

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撰写个人心得体会，各党支部书记结合

本支部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情况撰写党支部总结，并于

10月 3０日 17:00 前将个人心得体会和党支部总结发给学院

党委秘书丁旋老师，电子邮箱：371133262@qq.com

附：2018 年体育科学学院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计划表

201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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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年体育科学学院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计划表

阶段 活动时间 活动安排 学习内容及要求 参加人员 负责人

动员

阶段

9月 28 日—

9月 30 日

召开纪律教

育月活动筹

备会议

传达学校《关于开展 2018 年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意见》

（华师党委[2018]32 号）的要求，撰写学院纪律教育学习

月活动计划。

学院纪律教育

学习月领导小

组部分成员

曾胜昌

学习教

育阶段

10 月１日—

10 月 20 日

理论学习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和党的十九大知识（党员应知应会理论知识），党员

自行学习。

全体党员
党支部书

记

理论学习 2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

理论学习３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规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对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监督的意

见》等党内法规。

学院党员

领导
曾胜昌

10 月 18 日—

10 月３0日

专题教育１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习

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全体教职工 曾胜昌

专题教育２
学习《保密工作》相关文件、观看保密警示教育片《手机

背后的谍网》等。 全体党员
彭 海

10 月 18 日

专题教育３ 观看违纪违法人员忏悔录教育视频 彭 海

民主评议会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讨论如何提高教

全体教职工

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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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

育阶段

职员工职业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意识，规范教师学术道德

和诚实守信的学术行为，端正学术风气。

党支部

书记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讨论如何加强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廉洁诚信教育和课堂作风建设，如何将

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素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

和党团活动等工作中。

全体学生

党员

10 月 2０日

专项活动１

组织学院学生党员赴三大会址、农讲所或鸦片战争博物馆

等爱国教育基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向善向上。

彭海

丁旋

专项活动２

组织学院教工党员赴三大会址、农讲所或东江纵队博物馆

等爱国教育基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向善向上。

全体教职工党

员

曾胜昌

丁旋

10 月 25 日 专项活动３ 开展“学党章，明党史，守党纪”知识竞赛活动
全体学生

党员
丁旋

10 月 2７日 专项活动４ 定向越野暨党员应知应会理论知识竞赛活动
全体教工

党员

曾胜昌

丁旋

总结

阶段

10 月 2７日—

10 月３0日
谈心活动

学院主要领导与支部书记、支委谈心，分管领导与分管党

员同志谈心。

学院党员领
导、副科级以
上干部、党支
部书记、支委

曾胜昌彭

海

丁 旋

10 月３１日 总结宣传
总结学院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开展情况，查漏补缺，总结

提升，形成文字于 11 月 9 日前上交学校纪委办公室

彭海

丁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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