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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海大组〔2020〕17号

中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关于开展2020 年下半年“六好”党支部验收工作

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要求，加快推进我校基层党

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根据我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实

施方案（试行）》的有关要求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际，现计划开展

2020年下半年“六好”党支部验收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开展“示范党支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

时间拟定于 10月 29日，有关党支部应提前做好迎接观摩学习小

组的筹备工作，观摩党支部名单安排等详见附件 1。
二、开展 2020年下半年“六好”党支部验收

（一）验收时间

2020年 11月 18日-2020年 11月 20日
（二）验收方式

1. 材料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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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验收的党支部应主要对过去两年来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的情况、特色工作、示范表现进行总结，形成“六好”党支部验收材

料（报告和佐证材料等），并于验收时一式五份提交验收组评审。

2. 汇报展示验收

参加验收的党支部应在参加验收时，围绕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情况、特色亮点工作进行展示性汇报（12分钟左右，PPT等多媒体方

式）。

3. 实地考查验收

参加验收的党支部应按照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要求，围绕工

作（活动）阵地、工作台账（档案）、工作成效（成果）等进行实质

性建设，验收组将现场实地进行考查验收。

（三）验收标准

根据我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实施方案（试行）》中

对各类党支部的建设要求，创建“六好”党支部应达到以下标准：

1. 组织建设好。党支部班子健全、结构优化，按规定时限进行换

届选举，委员空缺时及时补选。支部委员会坚强有力。支委会成员分

工明确，责任落实，团结协作，认真履行职责。

2. 制度执行好。党支部“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

员、“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教育管理、谈心谈话、发展党员、党务

公开、请示报告等党建制度执行落实到位。

3. 工作运行好。党支部工作有计划、有目标、有检查、有考核。

党费收缴、组织关系管理、联系师生群众等日常管理工作开展规范有

序。

4. 活动开展好。以主题实践、服务承诺、结对帮扶、走访慰问、

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重温入党誓词、过“政治生日”等为载体，

党支部围绕各单位中心工作，大力开展各类活动，定期开展“主题党



- 3 -

日活动”，创建支部品牌活动。党支部有开展活动的阵地场所和标识。

教育引导党员时刻铭记党员身份，增强党性意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严明组织纪律，强化党员纪律意识和组织观念，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做到经费有保障、活动有场所、工作有阵地。

5. 档案建立好。党支部要建立好“3344”工作台账，即支部要建

立“3个名册”：党员名册、入党积极分子名册、入党申请人名册；建

立“3个计划和总结”：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和总结、发展党员工作计划

和总结、党员教育培训计划和总结；建立“4个记录”：“三会一课”

记录、组织生活会记录、谈心谈话记录、主题党日活动记录；建立“4
类档案”：发展党员档案、党费收缴档案、党组织活动档案、党内统

计档案。基本资料齐备、记录详实及资料管理规范。

6. 作用发挥好。党支部紧密结合本单位（部门）、本专业工作大

局和中心工作，组织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示范点的建设，在符合以上标准条件的基础

上，还应该紧密结合学校和本单位（部门）实际情况，具备特色性、

先进性、典型性等特点。

（四）推荐验收的支部

根据各党支部自评情况、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考核结果、二级

学院推荐意见和学校党委督查检查的相关情况，以及仍未参加“示范

党支部”和“六好党支部”验收的党支部，确定参加 2020年下半年

验收的党支部名单（详见附件 2）。

三、有关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把“六好”党支部创建工作作为全面推进本单位党支部标准化规



- 4 -

范化建设的重点任务，确保 2020年底前对全校所有党支部完成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验收。被观摩党支部所在二级单位党组织应做好接待观

摩学习小组的各项准备工作，与被观摩党支部共同做好经验介绍与分

享。

（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单位党支

部标准化规范化的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六好”党支部建设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科学性。已经通过验收的“示范党支部”应与其他支部建立

结对帮扶共建机制，通过示范引领和帮扶带动，推动其他党支部逐渐

达到“六好”党支部建设标准。

（三）加强宣传推广和示范带动

及时总结推广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充分利用网站、公开栏、新媒体平台等载体，做好推荐验收“六好”

党支部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师生投身

到“六好”党支部的建设中来。

（四）“示范党支部”的验收要求

11月 15日前，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应组织专门力量对推

荐验收的党支部进行集中建设，按照《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六好”党

支部验收清单（试行）》（附件 3）的具体要求，推动验收的党支部

达到“六好”标准；党委组织部将加强对创建“六好”党支部工作的

指导，通过经验交流会、现场观摩学习、创建指导培训等，加快党支

部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步伐。11月底前，学校党委将组织专项考查验

收组对相关党支部进行验收，各验收党支部应根据验收方式的具体要

求做好各项验收准备。

附件：1.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示范党支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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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安排

2.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0年下半年“六好”党支部验收

一览表

3.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六好”党支部验收清单（试行）

中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20年 10月 22日

（联系人：贾晓霖 0898-88651892、李晓凤、杨 淼 0898-8865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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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示范党支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

有关安排

组别
观摩党支部

（时间、地点）
参加的党组织 参加人员

第

一

组

食品学院

学生第一党支部

（10月 29日 10:00-11:00
9303会议室）

生态环境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海洋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学生第四党支部

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

创意设计学院学生党支部

民族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二级单位

党组织负

责人、

参加验收

的党支部

班子全体

成员

第

二

组

机关党委

学生工作党支部

（10月 29日 10:00-11:00
行政楼 310会议室）

国际教育学院党支部

后勤服务集团党支部

机关党委五指山管办党支部

机关党委保卫处党支部

机关党委就业处党支部

机关党委后勤处党支部

机关党委基建处党支部

机关党委研究生处党支部

第

三

组

图书信息中心联合党总支

档案馆联合党支部

（10月 29日 10:00-11:00
行政楼 512会议室）

卫生保健中心党支部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党支部

学报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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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0 年下半年“六好”党支部验收一览表

序

号
党支部名称

党支部书记

（负责人）
责任领导 拟定验收时间

1 生态环境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张璇 钟声 11月 19日上午

2 民族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于洪 陈石研 11月 19日上午

3 外国语学院学生第四党支部 吕卓童 李足 11月 19日上午

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吴忠志 郑力乔 11月 19日上午

5 海洋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李洋 郑泽龙 11月 19日下午

6 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 刘银萍 万刚 11月 19日下午

7 创意设计学院学生党支部 王瑞 史学武 11月 19日下午

8 机关党委五指山管办党支部 林江云 苏利兴 11月 18日下午

9 机关党委研究生处党支部 张侨 苏利兴 11月 19日上午

10 机关党委就业处党支部 吴健 苏利兴 11月 19日上午

11 机关党委后勤处党支部 麦瑜 苏利兴 11月 19日上午

12 机关党委保卫处党支部 文斌 苏利兴 11月 19日下午

13 机关党委基建处党支部 郑小能 苏利兴 11月 19日下午

14 卫生保健中心党支部 钟寿星 王强 11月 20日上午

15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党支部 欧训勇 王强 11月 20日上午

16 学报党支部 吴炎 王强 11月 20日上午

17 后勤服务集团党支部 陈军 陈军 11月 20日下午

18 国际教育学院党支部 陈德钦 陈德钦 11月 20日下午

19 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退休党支部 陈媛 沈铭辉 11月 1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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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六好”党支部验收清单（试行）

验收党支部名称：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
内容

验收指标 分值 得分

一、组织

建设好

（10 分）

1. 党支部按期换届程序严谨、台账完整。 5

2. 党支部设置合理和班子队伍健全。 5

二、制度

执行好

（32 分）

3. “三会一课”召开正常，会议组织规范，议事公开民

主，党课计划性强、质量高，会议记录完备。
4

4. 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召开及时，程序严谨，批

评与自我批评效果明显，会议记录规范，评议结果真

实合理，工作台账完备。

4

5. “主题党日”活动每月固定召开，坚持问题导向，主

题鲜明有特色，活动内容详实，“六有”台账完备。
4

6. 党员学习教育工作扎实有效，定期开展日常学习教育，

积极组织党员参加集中学习培训，及时登记学习教育

学时记录卡。

4

7. 谈心谈话正常开展，根据“五必谈”内容组织谈话，

及时解决谈话中发现的问题，谈话记录真实规范。
4

8. 发展党员工作严肃规范，程序严谨有序，培养考察及

时，材料填写完整，档案归档完备。
4

9. 党务公开及时、规范，公开内容、公开范围准确合理。 4

10. 坚持请示报告制度，按时向上级党委（党总支）进行

年度工作述职，落实整改任务及时到位。
4

三、工作

运行好

（12 分）

11. 党支部工作有计划、有目标、有检查、有考核、有总结。 3

12. 按月收缴党员党费，及时公开公示。 3

13. 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正常，转出党员“落地”及时，定

期更新维护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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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密切联系党员师生群众，及时了解上报困难党员情

况，积极落实党内激励关怀制度。
3

四、活动

开展好

（15 分）

15. 贴近党员实际开展党支部活动，围绕教学、科研、管

理、服务等工作和学业提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等活动开展支部组织生活，积极解决具体问

题、创新工作方法、培育先进典型，形成示范效应。

经费有保障、活动有场所、工作有阵地。

15

五、档案

建立好

（6 分）

16.“3344”工作台账建立及时完备，台账归档简洁大方。

“3个名册”（党员名册、入党积极分子名册、入党

申请人名册），“3个计划和总结”（年度党建工作

计划和总结、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和总结、党员教育培

训计划和总结），“4类档案”（发展党员档案、党

费收缴档案、党组织活动档案、党内统计档案）

6

六、作用

发挥好

（25 分）

17. 紧密结合本单位工作大局和中心工作，组织党员立足

岗位履职尽责，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5

验收人

签 名
总评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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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组织部 2020年 10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