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党委关于迎接建党 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进程安排表

工作安排 重点任务 具体举措 时间安排 参与范围 备注

组织筹备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成立学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负责领导组织学院迎接建党 100周年重点行动暨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院党委书记任组长；
2021年3月 学院党委

领导小组下设各指导工作组，负责活动的具体开展与组织协调 ；
2021年3月 学院党委

制定学院迎接建党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 ；

做好动员，强化宣传

召开学院迎接建党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集中学习学校关于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和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要求，部署学院迎接建党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 ；
2021年4月初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于线上线下分别开设迎接建党 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网站专栏与橱窗 ； 2021年4月初 学习宣传小组

各党支部积极组织动员，认真学习领会学校、学院工作方案； 2021年4月初 各师生党支部

精心组织，分类指导

针对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等不同群体特点，指派专人任活动组组长，分设1个教师活动指导组和2个学生活动指导

组，对活动开展实施分类指导；
2021年4月初 学院党委

各师生党支部担负主体责任，按照学校、学院党委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支部实际，研究制定支部具体安排，并认真组

织落实；
2021年4月初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学习

党员干部带头学

专题一：党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以及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精神专题学习研讨 ； 2021年3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以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

讨及举办读书班的形式开展学习 ；围绕

上、下半年党史学习教育的不同侧重

点，举行不少于2次的专题学习研讨交

流，举办专题读书班不少于3天。

专题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专题学习研读 ：系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中国共产

党简史》等四本必修教材；

2021年4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三：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专题学习 ：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以及在

参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上的重要讲话和在《新中国：砥砺奋进的七十年》中的有关重要论述；
2021年5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四：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专题学习研讨 ：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

上的讲话以及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自主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的相关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

论述讲义》。深入学习贯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等教育领域重要文件；

2021年6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五：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专题学习研讨 ：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并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七一”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21年7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六：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专题研讨活动 ：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

涵及其历史进程，集中研习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分章节领学《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等重要书目；

2021年9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专题学习研讨 ：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关于红船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

、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探月精神、科学家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的重要论述 、阐释与讲话，学习“时代楷模”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事迹；

2021年9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八：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 2021年10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九：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专题学习：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庆祝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学习《百年瞬间—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篇章；

2021年11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重要规章制度；
2021年12月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院党员领导干部至少讲1次以党史为主要内容的党课或思政课 ；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

党员干部自觉学

系统研读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四本必修教材；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教师党员干部每周自学不少于 4小时，每

月研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不少于 10

篇。学生党员每周自学不少于2小时，每

月研读总书记重要讲话不少于 5篇。
用好《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重要学习材料，参

考阅读湖北党史基础读物；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创新形式拓展学

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党史学习主题教育成果网络巡展 2021年3月—7月 学习宣传小组、学生活动指导组

成立学生党史领学宣讲团，打造特色学习品牌，组织过硬学生宣传队伍。 2021年4月-12月 学习宣传小组、学生活动指导组

用好“学习强国”、理工党员网等学习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动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加强政治引领

组织专题活动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组织承办学习党史系列理论学习宣讲会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制作“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微视频党课 2021年3-6月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教师党员需完成“十个一百”行动中至

少一项活动。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遴选报送高校党建优秀理论文章 2021年3-6月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评选教职工育人先锋 2021年3-6月 学院党委、全体教师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征集“青春向党说”学子心语故事 2021年3-6月 学院党委、全体学生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组织“歌声中的党史”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2021年3-10月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创建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2021年11月 学院党委、全体教师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选聘学院党政干部和辅导员兼职思政课教师 2021年6月 学院党委、全体教师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组织师生党支部“网上重走长征路” 2021年10-12月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展示特色“师生结对·支部共建”案例 2021年11-12月 学院党委、全体师生党员

做好宣讲工作

做好校党委宣讲团来院宣讲活动筹备组织工作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学习宣传小组

成立学院“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之党史领学学生宣讲团 2021年4月-12月 学生活动指导组，学生党员

开设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院图书馆图书专区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学习宣传组

开展主题教育
组织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初心向党正当年”荣誉表彰 2021年6月-7月 学院党委

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学生理论宣讲大赛 2021年6月-7月 学习宣传小组、学生活动指导组

组织专题培训

开展院内培训
组织学院全体师生党员进行专题培训 ，精心设计以党史为重点“四史”学习教育课程，做专题辅导报告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



组织专题培训

开展院内培训
制作学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与专栏橱窗 ，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培训专栏，广泛开展线上学习培训 2021年3月-12月 学院党委、学习宣传小组

参加示范培训 遴选人员报送学校参加教育部 、学校组织的示范培训和网络培训 ，接受党史专题教育。 依学校通知时间报送 学院党委

组织实地研学 组织师生党员赴省内市内革命遗址遗迹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丰富党史教育资源，弘扬革命精神 2021年3月，9月 学院党委、教师/学生活动指导组

深化“守初心、践使

命、促发展”实践

“我为师生办实事”

实践活动

学院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委委员结合分管工作和年度工作安排 ，常态化深入联系支部与基层，每季度至少到联系支部

（系部）1次，切实解决师生关切的实际问题 。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各师生党支部

全体党员立足岗位实际，做好本职工作，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深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

师生办实事、为社会办好事，不断提升学习教育实效。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党员干部要转变作风、自觉践行“一线规则”，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开展“永远跟党走”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配合开展好学校“永远跟党走”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基层走访、田野调查、志愿服务等方式体验新时代

的巨大变化，了解新思想的实践伟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2021年7月-8月 学院党委、团委、学生活动指导组

组织教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国情社情考察、社会实践锻炼，开展师德师风警示教育，全面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

育德育人能力。
2021年7月-8月 学院党委、教师活动指导组

建立“我为师生办实

事”工作台账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委委员为第一责任人 ，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委委员分管或联系的支部 、系部与科室为责任单位，

建立“学党史、促发展、开新局”工作台账，学习教育结束时由学院党委进行验收 。
贯穿全年 学院党委

党员办实事事项报所在党支部备案 ，学习教育结束时由各师生党支部组织验收 。 贯穿全年 师生党支部、全体师生党员

巩固学习教育成果

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
“七一”前后，学院各师生党支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充分交流思想，开展党性分析，领导

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或党小组组织生活 。
2021年6月-7月 各师生党支部

做好评估总结

年底学院党委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认真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验“我为师生办

实事”实践活动成效。
2021年12月 学院党委

学院各基层党支部认真总结本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好的做法 、好的经验、好的成效，及时报送学院党委。 2021年12月 各师生党支部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师生党支部关于开展迎接建党 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进程安排表
工作安排 重点任务 具体举措 时间安排 参与范围 备注

组织筹备

提高认识，强化引导
组织支部党员代表参加学院迎接建党 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集中学习学校和学院关于迎接建党 100

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要求 ；
2021年3月 党支部书记与支部党员代表

做好动员，强化宣传 组织动员支部开展迎接建党 100周年重点行动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支部内部认真学习领会学校、学院工作方案； 2021年4月初 各师生党支部

精心组织，过程跟进
各师生党支部担负主体责任，按照学校、学院党委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支部实际，研究制定支部具体安排，并认真组织

落实；
2021年4月初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学习

师生党员集中学

专题一：党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以及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精神专题学习研讨 ； 2021年3月 各师生党支部

坚持支部书记示范引领

学、支部成员相互交流

学、支部之间竞赛展评

学“三位一体”的党史

学习模式，依托“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和支

部共建等活动，组织

“‘党史’我来读”、

“‘党史’我来讲”、

“‘党史’我来颂”等

特色活动，开展“强化

武装学理论，学习‘党

史’筑信念”专题读书

分享会。各师生党支部

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党史

集中学习交流或专题读

书班

专题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专题学习研读 ：系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中国共产党简

史》等四本必修教材；

2021年4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三：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专题学习 ：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以及在参

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上的重要讲话和在《新中国：砥砺奋进的七十年》中的有关重要论述；
2021年5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四：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专题学习研讨 ：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上

的讲话以及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自主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的相关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教师支部深入学习贯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等教育领域重要文件；

2021年6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五：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专题学习研讨 ：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并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七一”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21年7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六：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专题研讨活动 ：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及其历史进程，集中研习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分章节领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等重要书目；

2021年9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专题学习研讨 ：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关于红船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

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探月精神、科学家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的重要论述 、阐释与讲话，学习“时代楷模”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事迹；

2021年9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八：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 ：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 2021年10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九：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专题学习：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庆祝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学习《百年瞬间—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篇章；

2021年11月 各师生党支部

专题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重要规章制度；
2021年12月 各师生党支部

各师生党支部书记至少讲 1次以党史为主要内容的党课或思政课 ； 贯穿全年 各师生党支部

师生党员自觉学

系统研读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四本必修教材；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教师党员干部每周自学

不少于4小时，每月研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不少于10篇。学生党员

每周自学不少于2小时，

每月研读总书记重要讲

话不少于5篇。

用好《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重要学习材料，参考

阅读湖北党史基础读物；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组织全体青年学生学习教育部组织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学生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学生读本》《改革开放

史大学生读本》《社会主义发展史大学生读本》《道路何以自信》《理论何以自信》《制度何以自信》《文化何以自信

》等书目；

贯穿全年 全体学生党员

创新形式拓展学

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党史学习主题教育成果网络巡展 ； 2021年3月—7月 学习宣传小组、学生活动指导组

成立学生党史领学宣讲团，打造特色学习品牌，组织过硬学生宣传队伍； 2021年4月-12月 学习宣传小组、学生活动指导组

用好“学习强国”、理工党员网等学习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动；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加强政治引领

组织专题活动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参加学院学习党史系列理论学习宣讲会 ；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制作“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微视频党课； 2021年3-6月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教师党员需完成“十个

一百”行动中至少一项

活动。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遴选报送高校党建优秀理论文章； 2021年3-6月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报送教职工育人先锋； 2021年3-6月 全体教师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征集“青春向党说”学子心语故事； 2021年3-6月 全体学生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组织“歌声中的党史”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2021年3-10月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争创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2021年11月 全体教师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选聘学院党政干部和辅导员兼职思政课教师 ； 2021年6月 全体教师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组织师生党支部“网上重走长征路”； 2021年10-12月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十个一百”之迎接建党100周年系列重点行动：展示特色“师生结对·支部共建”案例； 2021年11-12月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做好宣讲工作
组织支部师生参加校党委宣讲团来院宣讲活动 ；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组织学生党支部先进学生党员成立 “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之党史领学学生宣讲团； 2021年4月-12月 学生活动指导组，学生党员

开展主题教育
组织支部师生党员参评“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初心向党正当年”荣誉表彰； 2021年6月-7月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组织学生支部党员参加“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学生理论宣讲大赛 ； 2021年6月-7月 学习宣传小组、学生活动指导组

组织专题培训

开展院内培训
组织支部师生党员参加以党史为重点 “四史”学习教育课程，参与专题辅导报告；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组织支部师生向学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与专栏橱窗投稿 ，广泛开展线上学习培训； 2021年3月-12月 学习宣传小组，全体师生支部与党员

参加示范培训 遴选支部优秀教师报送学校参加教育部 、学校组织的示范培训和网络培训 ，接受党史专题教育； 依学校通知时间报送 全体师生党支部



组织专题培训

组织实地研学 组织支部师生党员赴省内市内革命遗址遗迹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丰富党史教育资源，弘扬革命精神； 2021年3月，9月 学院党委、教师/学生活动指导组

深化“守初心、践

使命、促发展”实

践

“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

师生党支部书记常态化深入支部与基层 ，每月至少开展谈心谈话2次，深入学生宿舍2次，广泛征集师生意见建议，切实

解决师生关切的实际问题；
贯穿全年 各师生党支部书记

全体党员立足岗位实际，做好本职工作，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深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师

生办实事、为社会办好事，不断提升学习教育实效。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党员干部要转变作风、自觉践行“一线规则”，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贯穿全年 全体师生党员

开展“永远跟党走”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配合开展好学校“永远跟党走”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基层走访、田野调查、志愿服务等方式体验新时代的

巨大变化，了解新思想的实践伟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2021年7月-8月 学生活动指导组，各学生党支部

组织教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国情社情考察、社会实践锻炼，开展师德师风警示教育，全面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育

德育人能力。
2021年7月-8月 教师活动指导组，各教师党支部

建立“我为师生办实事”工作台账 党员办实事事项报所在党支部备案 ，学习教育结束时由各师生党支部组织验收 。 贯穿全年 师生党支部、全体师生党员

巩固学习教育成果

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
“七一”前后，学院各师生党支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充分交流思想，开展党性分析，领导干

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或党小组组织生活 。
2021年6月-7月 各师生党支部

做好评估总结
学院各基层党支部认真总结本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好的做法 、好的经验、好的成效，及时报送学院党委，并检验支部内“

我为师生办实事”成效。
2021年12月 各师生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