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查研究
专项工作方案

为确保我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查研究

扎实开展，取得实效，按照学校《全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方案》部署，现就做好调查研究制定如下

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掌握

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聚焦“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牢牢把握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有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做表率的具体目标，围绕学校、学院和部门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师生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推动解决制约

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断提升学校高质量发展水平，切实

增强广大师生的荣誉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二、组织领导

为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和学校党委对主题教育调查

研究的有关要求，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成立学校领导班子调

研组、机关部门、教辅单位副处级领导干部调研组和 6个二

级学院调研组，组成人员分别如下：

学校领导班子调研组：

组 长：刘毓航

成 员：姜统华 顾强生 马 力 陈长飞 崔 霞



孙永龙 戴永湖

调研单位：分管领域或联系单位

机关部门、教辅单位副处级领导干部调研组：

组 长：李 明

成 员：葛红梅 秦 春 周加林 周梅香 陈 红

陆立新 丁学领 王礼才 陈 华 于卫东

白美林

调研单位：各机关部门、教辅单位

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调研组：

组 长：陈 勇

成 员：易忠兵 张 伟 徐 莉 张子丽 刘 玮

调研单位：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

学前教育学院二分部调研组：

组 长：严 东

成 员：邓晓玲 朱文会 朱 明(小) 孙晓姝

调研单位：学前教育学院二分部

鲁迅艺术学院调研组：

组 长：刘 荣

成 员：夏万杰 徐方向 陈德田

调研单位：鲁迅艺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调研组：

组 长：李燕秋

成 员：钱达友 卞正军 陈庚远

调研单位：建筑工程学院



城市管理学院调研组：

组 长：李宇健

成 员：朱 明(大) 康宏伟 顾传甲

调研单位：城市管理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调研组：

组 长：席培华

成 员：仇玉文 查 爱 周 麟

调研单位：人文教育学院

各调研组在上述单位调研外，根据工作需要，还可以选

择到其他单位调研。

三、调研内容

学校领导班子调研组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围绕落实校第

一次党代会目标任务，围绕解决学校、学院和部门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师生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解决党的建设

面临的紧迫问题，围绕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围绕破解

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围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提

升师德师风、增强干部执行力等问题进行调研，了解校情民

意，破解发展难题。

二级学院调研组要重点围绕发挥学院党总支政治核心

和战斗堡垒作用、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以及学院发展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和师生反映强烈的问题等开展调研。机关部门、

教辅单位副处级领导干部调研组要围绕服务提质增效、指导

学生社团规范建设、推动部门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及总支和支



部层面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等开展调研。

四、工作步骤

（一）制定调研工作方案（9 月底前）

各调研组要认真制定调研工作方案，明确调研课题、调

研范围、方式和实施步骤。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调研方案于 9

月 23 日前报市委指导组审阅把关。二级学院调研组工作方

案、各机关部门和教辅单位副处级领导干部调研计划于 9月

27日之前报学校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方案、调

研计划的电子稿请发送到邮箱 dwzzb@yyz.edu.cn，以下同)

（二）扎实开展调查研究（10 月 30 日前）

各调研组成员按照调研重点，结合工作实际，深入一线

开展调查研究，以座谈交流、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实地走

访等方式，着重了解基层情况、是否存在需要协调解决的重

点难点、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重点

难点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和思路。调研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不唯次数，不增加基层负担。

（三）列出问题清单（10 月下旬）

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列出清单，提出解决思路，

研究制定措施。发现的问题要一针见血，直指工作重点难点；

提出的思路要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制定的措施要对症

下药，确保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四）撰写调研报告（10 月下旬）

调研组成员在调研结束后，要及时梳理调研情况，形成

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要突出调研内容的具体情况和存在问题，



深入分析问题根源，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措施。

调研报告要切合实际，不说空话套话，现状要写清楚、存在

问题要写深入、思路措施要写具体。10 月底，学校领导班子

成员调研报告要报市委指导组审阅把关；机关部门、教辅单

位副处级领导干部调研报告、各二级学院调研组成员调研报

告报学校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交流成果（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召开专题会议交流调研成果，重点讲调研过程中掌握的

具体情况和发现的存在问题，深入分析提出解决思路和具体

措施，作为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调研结

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使调研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

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切实推动各项重点任务得到实质性落

实。调研反映的问题将作为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

见的重要内容，作为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的重要参考。邀请

市委指导组派人列席党委领导班子调研成果交流会；校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派人列席二级学院调研组成员调研成

果交流会。

（六）专题党课。（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二级党组织书记要在开展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到分管部门、联系学院或所在基层党支部讲一

次专题党课，突出调研针对性，讲学习体会收获，讲运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存在

的差距和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专题党课与基层党支部党日

活动可结合开展。邀请市委指导组派人列席学校领导班子成



员专题党课；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派人列席二级党组织

书记专题党课，采取一定方式听取党员干部对党课质量和效

果的评价。

六、工作要求

1. 将调研贯穿全过程。本次专题调研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规定动作，各调研组要充分认识开展此

次调研工作的重大意义，提前谋划确定重点调研课题和专题

党课主题，坚持将调查研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确保调查

研究取得实效。

2.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调研应同步检视问题，要树立鲜

明的问题导向、注重实效，聚焦全局性、关键性、要害性的

问题，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沉下去了解校情、院情、条线情

况、掌握实情，真正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析透，拿出破

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提出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把调研成

果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行动。

3.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调研的过程应成为加深对党的创

新理论领悟的过程，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使学习教

育更具有针对性，深化学习教育能促使调研范围、谈话提纲

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切实做到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附件：

调查研究课题选题方向（参考）



一、政治建设方面

1. 围绕学校各层级、各方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现状开展调研。

2. 围绕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开展调研。

3. 围绕执行新形势下党的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落实情况

开展调研

4. 围绕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情况开展调研。

5. 围绕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开展调研。

二、思想建设方面

1. 围绕学校基层党组织持续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调研。

2. 围绕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3. 围绕党员干部思想状态开展调研。

三、作风建设方面

1. 围绕持续提升干部执行力开展调研。

2. 围绕师生反响强烈问题开展调研。

3. 围绕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积极性开展调研。

4. 围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花样翻新问题开展调研。

四、组织建设方面

1. 围绕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强化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开展

调研。

2. 围绕学院党总支政治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情况开

展调研。

3. 围绕落实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服务保障机制开展



调研。

4. 围绕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推进创业型领导班子和

服务型党支部建设的情况调研。

5. 做好党员帮扶、激励表彰、学习教育、联系群众的情

况调研。

6. 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的情况调研。

7. 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情况调研。

8. 基层党组织党员发展工作调研。

9. 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情况调研。

10. 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谈心谈话和批评自我批

评开展情况。

11. 学院党组织及时研究解决党支部建设中的困难和问

题，指导党支部开展活动，加强党支部工作督促检查情况。

五、纪律建设

1. 围绕侵害师生利益的问题开展调研。

2. 围绕持续提升师德师风开展调研。

3. 围绕“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开展调研。

六、制度建设方面

1. 围绕学校(学院、部门）制度建设以及执行情况开展

调研。

七、学校高质量发展方面

1. 围绕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院党政共同负

责制的贯彻执行开展学习调研。



2. 围绕加强党建和思政工作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开展调

研。

3. 围绕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展调研。

4. 围绕解决学校、学院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开展调

研。

5. 围绕谋划和推进“创全国一流幼专，建特色鲜明地方

应用型高校”发展任务推进情况开展调研。

6. 围绕解决学校在创建全国一流幼专中存在的难点问

题开展调研。

7. 围绕深化学校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开展调研。

8. 围绕谋划和推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融合、相促进

发展开展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