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 任务 负责主体 注意事项及时间节点 备注

各党支部 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3月23日前完成，见具体通知

各党支部
1、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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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纳入三会一课制度，保证党员出勤率，
做好会议记录

各党支部 学习学院党史学习教育方案，各支部抓好落实
常规工作 各党支部 梳理党员发展工作、按月开展党委会和党日等。

各党支部
学习收看《榜样 5》专题节
目（http://www.12371.cn/special/by5/）的学习收
看；

纳入4月学习内容
做好记录，新闻稿

各党支部

1、《 中 国 共 产 党 组 织 处 理 规 定 （ 试
行 ）》
（http://www.12371.cn/2021/03/28/ARTI161693303
9479965.shtml）
2、《用好组织处理措施 督促领导干部始终忠诚干净
担当》
（http://www.12371.cn/2021/03/28/ARTI161693303
9479965.shtml）

纳入4月学习内容
做好记录，新闻稿

各党支部

结合党支部每月开展的主题党日等，组织党员干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重要论
述，
就近就便开展祭奠英烈，网上祭扫，慰问烈士遗嘱、
英烈后代，研讨宣讲英烈事迹和精神等活动。

纳入4月学习内容
做好记录，新闻稿

数学科学学院2021年党建任务表（持续更新）

注意事项：1、党支部请根据本任务表开展支部工作，经常性查漏补缺，全面覆盖学习任务；
          2、党支部要认真做好“三会一课”、每月一次党日活动等工作开展记录；
          3、频次：党员大会每月一次，党日在每月相对固定的一天召开，党小组会和支委会每月一次，党课一季度一次。

两学一做
（第一季
度）

2021年1月-3月

党史学习教
育

2021年4月



各党支部
党史和四史答题
http://math.dlut.edu.cn/info/1205/13626.htm

见专项通知

各党支部
作品征集
http://math.dlut.edu.cn/info/1205/13625.htm

见专项通知

各党支部 持续组织学习党史原著 见党史学习教育方案

各党支部

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
精神和重要论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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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 12371 . 2021 03 31
/ARTI 1617174802044757 .shtml ）；
2、习近平致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贺信（链接：
http://www.12371.cn/2021/04/06/ARTI16176758368
41137.shtml ）；
3、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链接
为：
http://www.12371.cn/2021/04/19/ARTI16188367893
74581.shtml）。

各党支部

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原著：
1、继续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2、深入研读 《中国共产党简史》 ， 全面覆盖、阶
段推进 ，选择篇目、主题学习的方式深入 学习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走过的光辉历
程；
2、 将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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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贯

各党支部

1、每年要组织 1 次党章专题学习交流。
2、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党员
权利保障条例》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 《 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 》等党
纪党规，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

党史学习教
育

2021年4月

4月重点学习：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
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
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程 。
（参考《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一、二、
三、四章

5月重点学习：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
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
光
辉历程 。
（参考《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五、六章

6月重点学习：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
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
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
强了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地改善了人民
生活，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
著提高 的光辉

两学一做
（第二季
度）

2021年4月-6月

请各支部做好记录，积极撰写新闻稿件
。



各党支部

每月召开主题党日
4月党日内容：组织党员开展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中
央及 学校党委 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弄清
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学习内
容和工作安排。
5、6月党日内容：要通过开展专题学习，集体外出参
观，举行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等主题突出、特色
鲜明、仪式感参与感强的活动，组织党员学习党史、
锤炼党性。

党支部书记
上好专题党课。
各支部书记要在“七一”前后讲授 1 次党史学习专
题党课。

2021年5月 理论学习 各支部

1、《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
链接：
http://zuzhibu.dlut.edu.cn/info/1013/3285.htm

记录本中做好记录

各支部
教育部《庆祝建党百年高校示范微党课》，请各支部
结合实际，组织好党员观看。

6月11日 9：
高校微党课第1讲播放地址：
央视频（可app内预约）
https://m.yangshipin.cn/video?type=
2&pid=600082095
新华网：https://my-
h5news.app.xinhuanet.com/h5activity
/yunzhibo/#/?roomId=60bdd2cae4b0c02
f7770c85f&isFull=0&isTest=no
光明网：
https://share.gmw.cn/guancha/2021-
06/07/content_34905950.htm

各支部
（1）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2）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十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纳入本月三会一课中进行学习

2021年6月 理论学习

两学一做
（第二季
度）

2021年4月-6月

请各支部做好记录，积极撰写新闻稿件
。



党史学习教育

6月重点学习：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改
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
强了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综合国
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的光辉
历程 。
（参考《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七、八、九、十章

理论学习 各支部

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4、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5、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6、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
的回信；
7、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的回信；
8、5 月 1 6 日出版的第 1 0 期《求是》杂志发表
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
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等，

党内法规 各支部
1、《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2、《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3、《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2021年7月-9月

纳入三会一课，在第三季度完成所有内
容的学习，其中专题组织生活会中所要
求的内容应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前完

成学习。

2021年6月 理论学习



2021年7月 组织生活会 各支部

   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 围绕“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 组织党员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前，党支部要组织党员认真开展学习，党支部
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
要交心谈心。
    会上，党支部书记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党员报告
半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和查摆问题情况 ，党员逐一
发言，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
   会后，党支部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明确整改
事项、措施和时限，党员要作出整改承诺，一项一项
改进提高。

各支部按照学院的组织生活会方案和相
关要求召开，9月13日前，各支部要将专
题报告、支部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整改
清单报送至sxdw@dlut.edu.cn。

党课
各支部书记、处级以上

党员领导干部

 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讲授
一次专题党课。

向先进典型
学习 各支部

   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孙景坤和全国、全省 、
全校“两优一先”代表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师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积极营造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我为师生
办实事”

各支部
继续推进“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和“党旗在基
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http://zuzhibu.dlut.edu.cn/info/1013/3544.htm2021年7月-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