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权威发布
2021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五

新华社记者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负责人就《条例》
修订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条例》修订的背景、过程和
意义。
　　答：1996 年 3 月党中央颁布的《条例》，作
为高校党的建设的基本法规，为加强高校党的
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09 年 11 月，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

《条例》第一次修订工作，主持召开中央党建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对《条例》修订稿进行研究。
2010 年 8 月，党中央颁布修订后的《条例》，对
推进高校党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和高校
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对高校党建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到高校
考察指导，特别是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9 月
先后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校党
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各地各高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对
高校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向基层延伸，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不断提高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取得了
明显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条例》许多内容亟需再次修订完善。
　　按照党中央有关部署，中央组织部、教育部
负责《条例》修订工作。2019 年下半年以来，我
们先后开展 4 轮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广泛听
取各省（区、市）党委组织、教育工作部门，高校
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对《条例》的修改意见，到 12
个省区市实地调研，组织专家学者对有关重点
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梳理汇总各方面意见建议
500 余条。《条例》修订稿形成后，书面征求中央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组织、教育工作部门
的意见。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进行认
真修改完善，经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
议通过后报党中央。2021 年 2 月，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条例》稿。4 月 16
日，党中央印发《条例》。
　　这次修订的《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对高校基层党
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体现了近年来高校党
建工作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是新时代
高校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条例》的修订和实
施，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修订《条例》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答：做好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必须自觉把
高校党的建设放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高度来审视，围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来展开，
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
重大问题来谋划推进。
　　这次《条例》修订，既体现政治性、原则性，
又突出实践性、针对性，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近年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的建设、教育事业特别是高校党的建设和高
等教育工作的重要部署重要指示要求写进《条
例》，进一步夯实党的组织制度基础。二是坚持
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
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对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
职责作用的规定具体化，全面体现近年来党中
央出台的重要法规文件中关于高校党的建设的
新规定新要求，实现高校党建工作制度的守正
创新。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近年来一些
高校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
党不力等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创新制度安排、
强化制度保障。四是注重深入、系统总结近年来
高校党建工作实践经验，健全完善高校党的组
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深化对高校党建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问：《条例》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答：新修订的《条例》保持原有框架基本不
变，章节有所调整，内容作了充实和完善，共 10
章 39 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修改：一是完
善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
将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
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要求写入《条
例》，提出高校党组织工作应当遵循 5 个方面原
则。二是适当调整组织设置和职责。根据党中央
有关要求，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高
校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作进一步充实。完善高
校党委常委会人员组成结构，规范高校院（系）级
单位党组织、党支部任期，明确党支部设置方式
和党支部书记选拔标准。三是健全高校纪检工作
领导体制和机制，强化高校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职
责，规范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线索和案件的要
求。四是在党员队伍建设上，突出加强政治理论
教育和党史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建立和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
度，规范和严肃党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发展工
作。五是在干部和人才工作方面，要求建设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对人
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六是强化对高校党
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领导群团组织的要
求。七是增写“领导和保障”章节，压实各级党
委、有关部门党组织抓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工作责任和高校党委的主体责任，对加强高校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强化考核评价
等提出要求。同时，注重保持党内法规的权威
性、严肃性、连续性，对原《条例》中经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的要求，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请问《条例》是如何体现
和落实这方面要求的？
　　答：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
党的建设方向和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引领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条例》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对高校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一
系列规定，提出明确要求。在总则部分，把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作为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应当遵循
的 5 条原则之一，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
反腐败斗争始终。在高校各级党组织职责中明
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的
要求。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明确突出政治教育
和政治训练的要求。在其他有关章节，将党的政
治建设要求融入其中，就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

“四史”教育，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
纳，加强学术组织、学生社团管理等作出规定，
一体推动抓好落实。高校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为契机，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贯穿高
校办学治校全过程。
　　问：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在高校坚
持党的领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制度安排，
请问《条例》对坚持这一制度作了哪些规定？
　　答：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
校领导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实践证明，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符合我国国情，有利
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的贯彻落
实，有利于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稳定，必须长期
坚持并不断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
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
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
领导，高校书记、校长都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
家、教育家。《条例》着眼于加强和改进党对高
校的领导，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补充和完善。
一是强调高校党委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
体责任，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
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这就对高校党委
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更完整、更全面的概括。
二是充实了高校党委的主要职责，《条例》详细
列举了高校党委九个方面的主要职责，使高校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目标任务更加清
晰、实现途径更加明确、落实措施更加具体。三
是强调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标准，选
好配强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把政治过硬、品行
优良、业务精通、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优秀干
部选配到学校领导岗位。这是确保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有效有序执行的关键，有利
于确保高校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
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四是完善高校党
委常委会人员组成结构，重申设立常委会的
高校党委一般设党委委员 15 至 31 人、常委
会委员 7 至 11 人，不设常委会的一般设委员
7 至 11 人，并提出可适当增减常委会委员或
不设常委会的委员职数。这样规定，既保证了
政策的严肃性、统一性和延续性，也为地方和
高校留出政策空间。
　　问：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
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请问《条例》对高校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加强高校党的纪律建设和廉洁教育，
事关大学生健康成长，事关高等教育事业兴
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深入推进高校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于营造风清气正
的育人环境，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稳定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条例》根据党的十九大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有关规定，对
高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体制机制、职责任务
作了完善。一是在领导机制上，强调高校纪委
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
作，高校党委视具体情况在院（系）级单位党
委设立纪委或纪检委员，党总支和支委会设
纪检委员。对实行向高校派驻纪检监察机构
的领导机制作出专门规定。二是在职责要求
上，强调高校纪委是高校党内监督专责机关，
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三是在工作任务上
作了进一步完善充实，强调高校纪委承担检
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等主要
任务。同时，对高校纪委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
线索和案件提出规范性要求。
　　问：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的战斗
堡垒，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
主体，请问《条例》在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队伍建设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工
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
领导，必须夯实高校党建工作基础，增强基层
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条例》在坚
持党建工作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从不同层面
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在总则部分，鲜明提出
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健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

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全面增强高校基层党
组织生机活力的要求，并作为高校党的建设
工作应当遵循五条原则之一。二是在高校党
委层面，完善高校党委主要职责，明确规定高
校党委要按照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学校党组织
建设。三是提出高校院（系）党组织要强化政
治功能，履行政治责任的要求。这就要求院

（系）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好重大问
题政治关。四是对师生党支部建设提出新要
求，总结吸收近年来地方和高校开展教师党
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成功实践，
明确提出注重选拔党性强、业务精、有威信、
肯奉献的党员学术带头人担任教师党支部书
记。五是明确规定高校院（系）党组织每届任
期一般为 5 年，使院（系）党组织的任期与行
政班子的任期相一致。
　　《条例》也对党员教育管理、发挥党员作
用、发展党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师生党
员把党员身份亮出来，把先进标尺立起来，把
先锋形象树起来。一是加强党员政治教育，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立和
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二是严格党
的组织生活，提高“三会一课”质量，开好民主
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
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制度。三是强化党员管理
服务，及时转接组织关系，加强流动党员管理
和服务，健全党内关怀、帮扶长效机制，搭建党
员发挥作用平台，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四是
保障党员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党内重要情况
要及时向党员通报。五是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强调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在高层次人
才、优秀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工
作，将团组织推优作为确定学生入党积极分子
的重要渠道，建立入党积极分子接续培养机
制，加大在低年级学生中发展党员力度。
　　问：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高校是
各类人才集聚的高地，请问《条例》对高校干
部和人才工作作了哪些规定？
　　答：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管人才原则，
把那些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
选拔到高校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把各类优秀
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
对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实现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条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
干部培养、选拔、任用和人才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一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规定高校党委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学校干部实行统一管理，
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突出政治标准，明确提
出院（系）级单位党组织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发
挥主导作用。二是强调建立健全优秀年轻干
部发现培养选拔制度，制定并落实年轻干部
队伍建设规划，统筹做好女干部、少数民族干
部和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三是完善了
高校人才工作的政策、机制等相关规定，提出
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流动、激
励机制，弘扬科学家精神等要求，赋予了高校
人才工作新的内涵。
　　问：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
命线，请问《条例》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有什么要求？
　　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高等教育的
优良传统，是高校党组织的一项主要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
工作的生命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我国高
校的特色，又是办好我国高校的优势；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高校工作的具体体现，也
是开展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条例》主要
从三个方面对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
规定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一是重申了高校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强调高校党委统一
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旗帜鲜明要求牢牢掌

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二是对高
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作了充实。
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理想信念
教育放在首位，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党
的理论教育、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办好
思想政治理论课，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
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工作机制等内容，丰富了大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的内涵。三是充实完善了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坚持解决思想
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传统优势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思想政
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问：《条例》在落实高校党建工作责任方
面有哪些规定？为保障责任落实到位作了哪
些制度安排？
　　答：《条例》增写“领导和保障”专章作出
相关规定，压实各级党委及其有关部门、有关
国家机关党组织抓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
作责任和高校党委的主体责任。一是提出了
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强调各
级党委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国家机关党组织
应当把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
重要内容，摆在突出位置，纳入整体部署，强
调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坚持管班子管业务与
管党建管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形成党委统
一领导，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协调，纪检机
关和组织、宣传、统战、教育工作等部门密切
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明确了加强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机构设置的要求，强调各
级党委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国家机关党组织
应当合理设置负责高校党建工作的部门和机
构，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应当有内设机构
具体承担高校党建工作职能，高校党委根据
工作需要，本着精干高效和有利于加强党建
工作的原则，设立相关工作机构。三是充实完
善了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保障措施，对
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纳入学校
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以及相应的配备比
例、措施体系、保障机制等都提出更加明确的
要求，强调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和思想政治工
作人员应在编制内配足。四是明确了确保责
任落实的相关规定，强调将高校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综合评价和领导
人员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作为“双一流”建
设等工作成效评估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责任追究等提出要求。
　　问：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对抓好《条例》的
贯彻落实有什么具体部署？
　　答：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中央在印
发《条例》的通知中，对学习宣传贯彻《条例》
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抓好落
实，把高校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采取
有力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高校党的组织体系、
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高质量的党建引
领推动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实现高质量
发展。我们将筹备召开第 27 次全国高校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条例》学习贯彻工作。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高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条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各种媒介广
泛宣传解读，使高校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师生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
例》内容，严格遵守和执行《条例》规定。要认
真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
院）教育课程，纳入高校“三会一课”、教师集
中学习等，对高校专职党务工作者和思想政
治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提高做好高校基
层党组织工作的能力本领。要加强对《条例》
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总结经验，注重发
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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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好《条例》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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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负责人就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雄关漫道真如铁……”苍劲雄浑的毛泽东
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镌刻在关口的崖壁上，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历史回响犹在耳畔。
　　黔北要塞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因红军长征期间在这里的两次胜利而彪炳史
册、蜚声中外。而在娄山关脚下，从这里“一条腿
走完长征路”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传奇的主人
公是“开国中将”钟赤兵。
　　从贵州遵义城区出发，沿 G210 公路车行
约 50 公里来到娄山关。在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
旁，有一个以“钟赤兵”命名的纪念广场，矗立着
这位独腿将军的雕像。正在进行现场教学的讲
解员苏小宇，向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述着硝烟弥
漫、雄壮传奇的往事。
　　 1935 年 2 月，中央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
的围堵，毛泽东决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杀个
回马枪。毛泽东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
了红三军团。当时红三军团有 4 个团，钟赤兵任
红十二团政委。
　　娄山关战斗打响后，钟赤兵带领战士们与
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烈
搏杀。拼杀之中，敌人的子弹击中了钟赤兵右小
腿，血如泉涌。钟赤兵拖着伤腿趴在石头上指

挥，坚持不下火线。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医生立即为钟赤兵
治伤。可由于钟赤兵没有及时包扎，受伤后又
继续战斗，把被子弹击中的骨头都扭碎了，只
能从小腿以下截肢。
　　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醉药物，医生只找
到了一把农民的砍柴刀和半截木匠锯。在用锯
子上下拉动截肢的手术中，钟赤兵几次昏死过
去，又几次苏醒过来，手术一直做了三个半小时。
　　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加上贵州的天气阴冷潮
湿，导致钟赤兵的伤口感染，医生又先后给钟赤
兵进行了两次截肢手术，最终把整个右腿截去。
　　半个月内进行三次截肢手术，这是何等的
痛苦，但钟赤兵不仅顽强地活了过来，而且他
坚决不愿掉队，一定要跟着大部队继续长征。
　　“最开始被担架抬着，担架过不去，他就
自己拄着拐杖走，甚至在地上爬着走，伤势好
转后，他让战友把他绑在马上行军。无论摔倒

还是跌滚，都阻挡不了他前进的脚步。依靠惊
人的意志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苏小宇说。
　　从陈列馆出来，继续前行就来到娄山关
口，两侧悬崖陡峭、峻岭横空。往返车辆和游客
不断从刻有《忆秦娥·娄山关》的崖壁前经过。

　　不少游人驻足，重读这段笔走龙蛇、豪迈
奔放的文字，触摸着历史的温度：“西风烈，长
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战斗之后，数十万敌军仍然尾随
其后。前方还有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等
在等着钟赤兵等红军战士。
　　后来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注中写道：“万
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
倍，心情是沉郁的。”
　　如今，娄山关顶峰处依稀可见布有弹痕
的战壕和掩体，它们已被当地政府纳入战役
遗址保护范围。穿行于险峰夹峙间的关隘古
道已被拓宽并平铺上坚硬的柏油，这里已成
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
　　在娄山关景区长空桥和钟赤兵英勇负伤
的“黑神庙”，遵义市汇川区专门开设了两个

“娄山红·一条腿的长征”现场教学点，30 名“娄
山红·红课堂”志愿服务宣讲团的宣讲员定期轮
流到这里向游客开展宣讲。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困难、创造
奇迹的历史。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如何攻克许多
的“娄山关”“腊子口”？如何跨越许多的“雪山”

“草地”？这是历史留给当代人的思考。
　　“钟赤兵将军凭着怎样的意志走完长征？那一
定是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坚毅品质，一定是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一定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信
念。”汇川区委宣传部部长王先郁说，之所以开发

“娄山红·一条腿的长征”这堂课，就是要把支撑钟
赤兵将军独腿走完长征路的这个“精神支柱”找
到，用它来“支撑”今天的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娄山关脚下，娄山关红军小学将钟赤兵的
传奇故事写进学校的红色课本，搬到德育陈列
馆，让每位学生都能铭记历史，让红色基因从小
就渗透进孩子们的血液，融入孩子们的精神中。
　　“钟赤兵爷爷是一个特别坚毅的人，他就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要学习他这种坚毅的精
神。”娄山关红军小学学生马兴蕾说。
       （记者王丽、李惊亚、丁小溪）
        新华社贵阳 4 月 22 日电

一 条 腿 走 完 长 征 路

  4 月 20 日，参观者从钟赤兵纪念广场钟
赤兵雕像前经过。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