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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工作要点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

之年，也是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实的起步之年，是

学校“十四五”发展的开局之年，今年学校工作的基本思路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第四次党

代会“三步走”的战略安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人才培养中心任务，抓住评价改

革“牛鼻子”，持续推动学科深度融通，全面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双一流”建设成效，慎终如

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切实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 100 周年。

一、聚焦高质量发展，抓好四个方面的全局性工作

（一）推动“十四五”良好开局。坚持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战略引领、狠抓落实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提升“十四

五”规划，稳步推进规划的贯彻落实，确保全方位推动“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二）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主线，以

破“五唯”为导向，以五类主体为抓手，着力推进重点改革

https://www.so.com/link?m=b83WLJCoCjztWrducPjWuig2zgsSR/MYkP1lM9/Yjbgp67THidNbnDp70gBP/oucuM0kygaYlMHNl5CyvaGCJ3CAkKFOv5sZULwM0O5w1HQduI6x7Woiy9BUAxTj/qMdqBromLPUc+U29hHmghdMo2x9Tr2jDwLXvjt51GGI9tT76sgD9dsJqNjWYOC17QJnr93XhJOtg5MF8vOuDrmxmwjEF0evUYJ/zgHm/+0Y9ger93JEPNEAwFxyv7sh0PFnFSaFnhoOt4hcXTvvfFwlG4p4PdGuQZYyCX8v+78jesl+zbvepAqM8DX4nmgKVkDZALv7obFlLbbZ2fSVOzrFdPw3osAOKYFMEgnxUiyEKsTs=
https://www.so.com/link?m=b83WLJCoCjztWrducPjWuig2zgsSR/MYkP1lM9/Yjbgp67THidNbnDp70gBP/oucuM0kygaYlMHNl5CyvaGCJ3CAkKFOv5sZULwM0O5w1HQduI6x7Woiy9BUAxTj/qMdqBromLPUc+U29hHmghdMo2x9Tr2jDwLXvjt51GGI9tT76sgD9dsJqNjWYOC17QJnr93XhJOtg5MF8vOuDrmxmwjEF0evUYJ/zgHm/+0Y9ger93JEPNEAwFxyv7sh0PFnFSaFnhoOt4hcXTvvfFwlG4p4PdGuQZYyCX8v+78jesl+zbvepAqM8DX4nmgKVkDZALv7obFlLbbZ2fSVOzrFdPw3osAOKYFMEgnxUiyEK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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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做到政策系统集成、举措破立结合、任务协同推进。

（三）纵深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牢固树立依

法治校理念，进一步完善学校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执行力建

设，完成新一轮“理职明责”工作，梳理部门、岗位职责，

明确职责边界，核岗定编，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

（四）开展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高

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为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辉煌，引导广大师生把

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汇入复兴伟业，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二、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提高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

（一）开展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

紧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主线，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结合起来，扎实做好宣传教育，全力营造

良好氛围。

1.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成立学校领

导小组，制定学习方案，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创新学

习内容、形式、方法，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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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加强党史研究，重振学校党史学科。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党校，党委办公

室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研

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学科建设办公室，科学研究部、

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开展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

教育部党组、湖北省委工作安排，制定庆祝建党 100 周年工

作方案，隆重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围绕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学习“四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等，精心

策划组织全覆盖、全媒体、全方位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

入宣传先进典型，开展“七一”表彰，大力弘扬和传播正能

量、好声音，激发师生爱党爱国热情。

牵头单位：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研

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离退休人员工作部，工会，团

委

（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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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3.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国“两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等列入各级各类干

部、教师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程，严格执行两级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制度，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论述。深化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三进”工作。实施“推

动‘四史’教育走深走实，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书记开局项目，将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融入思想政治工作。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

参与单位：党委组织部、党校，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

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教务部，

团委，相关学院

4.持续加强研究阐释。发挥学科优势，组织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

释。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史学

习教育、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组织课题研究和咨政服

务。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撰写理论文章。组建优秀师生理论宣

讲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贴近师生、深入人心。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与单位：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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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以强有力的政

治监督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学校有效

贯彻落实。

5.着力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

中制，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抓好第四次党代会重点工作的落实。推进巡视整改专项督查

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写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修订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

细则。

牵头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督察办公室，纪

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

6.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

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深入实施迎接建党 100 周年行

动方案，深化“学习·诊断·建设”行动，严格落实《党支

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抓好党建工作重

点任务落实。深入开展新时代党建“双创”工作和“对标争

先”建设，建强“双带头人”队伍。持续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化实施“五联系五引领”，扎实

做好党员发展工作，进一步做好党员下沉社区工作。

http://jw.zuel.edu.cn/
http://jw.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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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

参与单位：各二级党组织

7.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突出选人用人政治标准,完

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加强优秀年轻干部发现培养选拔工

作。严格干部监督管理，落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策措施。

及时开展党政管理干部交流轮岗和出缺补充工作，健全优化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机制，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和政治执行力。

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党校

8.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台账式落实《教育部等八部

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持续推进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五个思政”改革试点工作，完善

管理、服务等育人方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升育人

成效。加大对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部校共建新

闻学院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发挥校院两级开学典礼、毕业典

礼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建立长效机制。探索推进“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

参与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人事部、党委教

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团

委，教务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9.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https://www.so.com/link?m=bZJd853E83Au6mSP0UdNqrSLdoZu1dghqiPMJ3epX5AHTGyJZS5npWB52sLEGG6e3LmLndVUjSkXLHyfJ2b0pNIT9LB8WNxEy0glmlUCqpyIZ6dlJKDCze9WyNR89fDRPU0Ci0sfZqow9DC6f3AH2x0SKJ5ju9FxL5vs0pQJN6U5XSljFE0pTuk8xI9GPy3S0jtwpVbOY0l6siUfDl568v864cwtiNHdUP5Ake7uPd04xd+vsAdkUKiEI3YPKk/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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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三个清单”，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效，突出监督

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实施好校内巡察工作，不断

完善“三察一体”监督工作机制，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改进会风文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和育人环境。

牵头单位：纪委办公室、监察工作部、党委巡察工作办

公室

参与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督察办公室，机

关党委

10.进一步做好离退休、统战和群团工作。做好离退休

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党外代

表人士思想引领和队伍建设，积极支持党外人士参政议政，

做好民主党派换届工作。做好教职工关爱、慰问工作，丰富

教职工文体活动。加强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强化学生社

团建设管理。

牵头单位：党委统战部

参与单位：离退休人员工作部，工会，团委

三、围绕全年工作目标，做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

坚持“以本为本，以研为重”，突出一流导向的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和“双万计划”，深化卓越研究生

教育，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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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一流本科教育。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制定《新

文科人才培养行动方案》，继续实施“财经政法深度融通一

流人才培养计划”3.0。紧抓国家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两个

“双万计划”重大契机，对标专业认证标准推动专业改造升

级，着力打造“金课群”。进一步清理、修订教学管理规章

制度，落实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开展校级教材立项建设，

积极申报教育部教材局马工程教材建设项目。加强教学研

究，培育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做好迎接新一轮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准备工作。做好高考改革省市录取工作，

进一步提高本科生录取质量。

牵头单位：教务部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教

学督导与评估中心，信息管理部，各学院

2.深化卓越研究生教育。优化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深

化培养模式改革，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持续推动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和科研创新平台项目建设。完善学位论文

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导师责任意识和育人水

平。推进学位授权点建设，启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位授权点

和专业博士学位点申报准备工作。

牵头单位：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参与单位：各学院

3.完善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制定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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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体系实施方案”，深入推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做好第二课堂协同

育人工作，大力加强体育美育劳育工作。创新实践实验教学

理念，完善实验室管理体制和机制，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进一步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

牵头单位：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团委，教务部

参与单位：体育部，后勤保障部，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二）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各项任

务落细落实，完善教育评价体系，为高质量发展增活力添动

力。

4.扎实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深入贯彻落实《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成立学校领导小组和专项

工作组，加强学习宣传，制定贯彻落实方案，列出问题清单，

提出整改措施，稳步推进实施。统筹抓好关于正确认识高层

次人才称号、规范 SCI 论文指标使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破

除“唯论文”等专项改革文件的落实，着力推动重点改革任

务落实。

牵头单位：发展规划部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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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5.深化教师评价改革。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实

施“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评价改革研究”校长开局项目，

坚持分类评价，推进综合评价，探索特色评价。优化教师评

价制度，健全聘用管理制度，完善薪酬分配制度，探索建立

具有中南大特色的人文社科类教师评价体系。

牵头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教师发展中心

参与单位：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教务部，教

学督导与评估中心

6.推动科研评价改革。突出科研评价的质量导向，重点

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坚持分类

评价，优化智库成果评价体系，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探索

长周期评价，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充分发挥科研评价的

引导激励作用。

牵头单位：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7.推进学生评价改革。着力破除“分数至上”，坚持以

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标准，创新德智体

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进一步探索

多元的考试考核方式，通过信息化手段，探索学生、家长、

教师以及社区等参与评价的有效方式。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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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教务部

参与单位：团委，体育部，信息管理部

（三）坚持目标导向，开创“双一流”建设新局面

贯彻落实第四次党代会精神，抓好“十四五”规划落实，

加快学科深度融通，持续推动“双一流”加快建设、特色建

设、高质量建设。

8.完善落实“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完善“十四五”规

划、专项规划和学院规划，合理构建指标体系和任务分解方

案，把规划与学校工作要点、各单位年度目标任务、资源配

置、绩效考核、审计监督紧密衔接，把规划的执行、监督和

指标的监测融入信息化系统统筹推进。

牵头单位：发展规划部

参与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人事部、党委教

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教师发展中心，研究生院、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教务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国际交流部，财务部，审计部，校园建设部，各学院

9.优化学科建设体系。积极跟进“双一流”周期总结和

第五轮学科评估后续工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学科

建设与管理体系，推进《“十年跨越”学科建设规划》实施，

大力推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学院的主体作用，加

快一流学科项目建设。整合优势学科和师资，谋划成立国家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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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学院。

牵头单位：发展规划部、学科建设办公室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相关学院

10.提升科研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培育

机制，加大交叉创新研究项目、科研培育项目支持力度，推

动融通型科研团队建设和图书数据资源建设，持续推进“放

管服”，全面使用科研信息服务系统。积极培育教育部人文

社科优秀成果奖，做好湖北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及其他重

大课题申报准备工作。办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法

商研究》《新文科教育研究》等期刊。

牵头单位：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与单位：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财务部，信息管理部，

图书馆，各学院

11.打造一流智库平台。发挥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习近

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理论研究和平台建设，做好重点研究基

地申报准备工作。紧密契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

推进北京研究院、海南研究院等建设。

牵头单位：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与单位：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相关学院

12.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制定标志性科研成果宣传常态

化推广方案，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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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建行学院建设。畅通终身学习和人才成长渠道，构

建多元化继续教育体系，提高培训办学水平。发挥学科专业

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牵头单位：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与单位：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继续教育学院，建

行学院，各学院

（四）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

坚持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对标“四有”好老师、“四

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的要求，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

13.持续完善师德师风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师德师风

建设职责清单》，探索建立师德评价机制，推动师德考核落

实和结果应用。加大师德教育培训力度，健全教师荣誉制度，

开展优秀教师选树宣传，完善教师心理援助机制。

牵头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教师发展中心

参与单位：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研究生院、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教务部，教学督导与评估中心，心理健康教

育咨询中心

14.提高人才引育工作质量。完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加强高层次人才精准引进机制建设。发挥高水平研究团队的

辐射力和“文澜人才工程”作用积极育才。完善师资博士后

http://rs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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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加强后备力量储备。常态化开展“破格晋升”工

作，促进业绩突出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牵头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教师发展中心

参与单位：各学院

15.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完善思政课教师队

伍建设体制机制，抓好思政课教师实践研修。加强辅导员和

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教师发展中心

（五）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稳步提高国际化水平

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

对外开放的意见》，全方位拓展和深化对外合作交流，努力

形成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6.加大引智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科技革命

与知识产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司法鉴定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和中意学院建设。依托高端外国专家引智项目，努

力拓宽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联合培养以及工作任职等多种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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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引智渠道。

牵头单位：国际交流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与单位：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财政税务学院，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中

意学院

17.推进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积极拓展

新的国际合作项目，探索共建中外合作机构。认真筹备第 16

届世界会计史学家大会，加快会计史文博馆项目进度。

牵头单位：国际交流部，国际教育学院

参与单位：相关学院，校园建设部

18.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加大对师生申请公派留学和

进入国际组织任职、实习的支持力度，鼓励教师申报科技部

外专司项目。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管理服务工作，加强港澳台学生国情教育课程建设。对标国

际一流办学标准，准备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新一轮评估工作，

推进 AACSB 等国际认证工作。

牵头单位：国际交流部，国际教育学院

参与单位：各学院

（六）加强制度体系和执行力建设，持续提升治理效能

落实第四次党代会“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升

级”的要求，聚焦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建设，为“双一流”

http://rs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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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

19.健全完善制度体系。进一步巩固深化“制度建设年”

成效，对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新要求，

对全校各类制度进行再梳理、再完善，不断深化制度创新，

加快流程再造。

牵头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法律事务部

参与单位：相关单位

20.深入推进依法治校。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统筹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

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和贯彻落实，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完成

学校《章程》修订工作，持续开展法治宣传培训，加强法务

队伍建设，探索实行法律顾问制度。

牵头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法律事务部

参与单位：党委宣传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1.强化制度执行能力。健全责任、压力和信息传导机

制，丰富信息传递渠道，抓好学校重要决策部署的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和督察督办。进一步“理职明责”，建立职能部门

职责清单，完成新一轮核岗定编工作。深化议事协调机构规

范清理，制定出台管理办法，形成工作闭环。

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督

察办公室

https://www.so.com/link?m=bxuws6crUM2GnpcXT+C85JwbG1NUatnXTEgcWz2m7tp0sWo+GTBSkCw9M7MUhYm/pc/XsGJxgJAzeEcIc+oh32sXdwd8EOJtpfJ9weo5HclAdf09xBqPGZ6yqbCjZ5aNUrqxFb9FWOlca7uaHHws535EZ9/UHQRxVOqAy6jQIyjYAu7zYR8tlaa6OTJNItZI1JOhkCAQsZYDeOBeRC5ifLehjJpZcNhqXKJXGRt9pCBneM0wW
https://www.so.com/link?m=bxuws6crUM2GnpcXT+C85JwbG1NUatnXTEgcWz2m7tp0sWo+GTBSkCw9M7MUhYm/pc/XsGJxgJAzeEcIc+oh32sXdwd8EOJtpfJ9weo5HclAdf09xBqPGZ6yqbCjZ5aNUrqxFb9FWOlca7uaHHws535EZ9/UHQRxVOqAy6jQIyjYAu7zYR8tlaa6OTJNItZI1JOhkCAQsZYDeOBeRC5ifLehjJpZcNhqXKJXGRt9pCBneM0wW
https://www.so.com/link?m=b9mUHXnOOKnZBluFOS8xTDZiKMjnnTgnXNv8WJ9KbmD+NZ9ZlTvFLpJHexDTHxN/VFtqz/BKfIe0sr+SrycG6AIEQclY2bxKMql4RzyhgkDrlTEqvKiOjwm/DF2QbfGf1C3/ivkndgET93Yde277/Hdbyy8DzeAQfKvVniff49mxHMZIRZCYSMp1/fhIUSXEA+Ljig+ilFdPxzPBQjJcV3OSsMFY+sc8GvP6OBLdWB99YuFNnE5rYssB/Ude4GbelVdHXlG5N+hW2lVvL/l6+noLjxFchWYXH
http://zzb.z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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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科学精准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根据形势变化动态完善防控方案，加强日

常管理和应急处置，积极应对“疫后综合症”。深入开展新

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有序组织疫苗接种，教育引导师生

加强个人防护。

牵头单位：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

参与单位：党委宣传部，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学

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保卫部，首义校

区综合管理办公室，教务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信息管理部，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部，国际教育学院，校

医院

（七）强化办学条件支撑，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强化办学支撑条件，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为优化育人环境、提升育人质量奠定基础，为“双

一流”提供坚实保障。

23.优化和拓展办学资源。深化财务管理改革，推进财

务治理升级。进一步开源节流，做好校友与基金会工作，用

好校友资源和力量。盘活校内闲置资源，做好教学楼、老旧

设施维护和重点场馆建设修缮，优化首义校区发展建设规

划。落实公房管理办法，做好校内相关房产的分配置换工作。

牵头单位：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财务部，资产管理

部

http://rsb.zuel.edu.cn/
http://dwjsgzb.zuel.edu.cn/
http://science.zuel.edu.cn/
https://www.so.com/link?m=bCmuHP5ufL0H4oVlZirQ5svDmXPAN/Y62wsEFzFVRtpxXFLiYPqI9isBpv36V87AMsPM47IJbuhCfV/2ujJKqROSpHhRvSLFE2yFz0DJ9ZlnA3JWJ6fsYw83/7kSTzKjH/2ADTvmvBCpTHMPcWq+4wd2DrT02Sb4qDlS7juqJswH3fII4xNPyjE5lYWXrxi+ijIa8mSC/1byzTcuqfSJ7DKUM02VI592KFuUkJ5ogGHaYCSmA6Yyn0c869E6Bl3ltX8aqTb+pAW1YjybnbY3a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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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首义校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发展规划部，后

勤保障部，校园建设部，资产经营公司

24.着力提升保障能力。实施“幸福校园保障计划”，

加快推进后勤改革落地落实，提高后勤治理能力水平。实施

“健康校园行动计划”，推进“健康中南大”建设，完善师

生健康信息系统，加强社区卫生、家庭医生等工作，巩固提

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继续做好教职工大病医疗互

助工作，推进幼儿园改扩建、与政府共建中小学和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等民生工程。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开展新一

轮档案目标管理“省特级”评审的申报、准备工作。

牵头单位：后勤保障部，校医院

参与单位：离退休人员工作部，工会，信息管理部，采

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资产管理部，校园建设部，档案馆、

校史馆

25.加快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实施“智慧校园提升计划”，

深化信息化技术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不断

拓展“码上办”业务。严格落实《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加强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美丽校园建设计

划”，做好总规修编工作，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和规范管理，

稳步推进土地、办证、西区散户等遗留问题的解决。

牵头单位：信息管理部，校园建设部

参与单位：资产管理部，保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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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实施“平安校园治理计划”，

完善大安全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健全校园大安全工作格

局，强化风险意识，提高化解能力。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做好保密工作，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强化国家安全教育。

牵头单位：保卫部，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法律事

务部

参与单位：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学生工作部，研

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