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药学院党务公开实施办法 

（2017 年 7 月修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务公开工作，增强党组织工

作的透明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营造党内民主氛围，努力

实现党务公开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内

有关规定、《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党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京教工 [2010] 10 号）、《北京大学党务公开实施办法》（党发 [2012] 47

号）、《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务公开实施办法》（北医（2013）党字 28号），结合药

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党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党务公开，是指党内工作、党内生活的内容、程序、结果等在一定范围内进

行公布，包括上级党组织向下级党组织乃至全体党员的公开，党组织领导班子的

活动、决定等向所属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公开，以及党组织作出涉及广大师生员

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之后的向党外公开。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以《中国共

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依据，以加强党的先进性

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为目标，立足于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

内监督，维护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不断推进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

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调动全院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努力为药学院的全面发展和创建世界一流药学教育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二）基本原则  

1. 服务发展原则。要确保党务公开服从和服务于学院的中心工作，广泛凝

聚全体师生员工的意愿和主张，不断促进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参与学院发展的积极性，为药学院科学发展营造健康和谐的良好环境。 

2. 依法依纪原则。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党纪党规，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

关系，不断完善党务公开的制度体系，加强对党务公开的监督检查，使党务公开



逐步走上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3. 真实公正原则。要始终面向基层，面向师生员工，坚持实事求是、公开

透明，保证内容真实、程序公正、公开适时，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

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4. 注重实效原则。要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采取适当形式及

时公开学院党内外关注的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注重形式和效果的统一，增强党

务公开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党务公开的基本内容  

凡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要求公开的内容，凡是党

员、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的决策、部署和重要工作的开展、落实情况，只要不涉

及党和国家秘密，应依法在适当范围以适当方式，适时予以公开。 

（一）全局工作情况 

药学院党委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及工

作部署的情况；研究制定涉及药学院改革发展和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重要措施、

重要工作部署情况；党组织任期目标、年度计划及完成情况等。 

（二）思想建设情况  

药学院党委思想建设的决定、意见和措施；重大活动安排及落实情况；组织

理论学习、专题宣传教育活动情况等。 

（三）组织建设情况  

药学院党委组织设置及主要职责；干部考核奖惩情况；基层组织建设主要活

动及开展情况；党员发展、管理和民主评议情况；党代表推选及党组织换届情况；

党组织和党员的奖惩情况；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党务工作经费管理和使

用情况等。  

（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  

药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职责分工；药学院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药学院

领导班子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药学院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及存在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干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情况，后备干部推荐、考察情况；干部监督

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五）作风建设情况  



药学院党委贯彻“两个务必”的情况，各级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

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联系师生员工、服务党员群众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以及集中整顿、专项

纠风等工作的情况等。  

（六）制度建设情况  

药学院党委制定的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

理的各项制度，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完善党

委议事规则、干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的情况；保障党员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及

制定和落实党员责任目标的情况；党务工作流程以及党务工作者日常行为规范等。 

（七）反腐倡廉建设情况  

药学院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情况，特别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的情况，领导干部

述职述廉、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等。 

（八）党员、群众关注的其他情况  

党员、群众认为有必要公开、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符合有关法律要求的其

他事项。 

三、党务公开的基本程序、时限和形式  

（一）基本程序  

党务公开按照提出、审核、公开和反馈的基本程序办理。    

1. 药学院党办对属于本部门公开事项，应主动提出公开的内容、时限和形

式，报药学院党委。公开的内容、形式、范围必须经过审核，以党务公开目录形

式予以确定，。 

2. 特殊、敏感事项由药学院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报上一级党组

织审核把关。 

3. 党务公开的实施由药学院党办协调有关部门具体落实。  

4. 药学院办公室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党员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并反馈给

药学院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对于师生员工提出需要公开的事项，可按以上程序

进行。  

（二）时限  

党务公开的时限与公开的内容相适应，实行定期公开与不定期公开相结合。



对于上级政策、院内规章制度、领导重要讲话、机构设置和领导分工等固定内容

应长期公开；对于阶段性工作逐段公开，重点事项适时公开；对于干部考察预告、

任前公示等临时性、应急性工作应及时予以公开。  

（三）基本形式  

1. 对党组织内部公开的事项，主要通过党员（代表）大会等党内会议及文

件、简报等形式进行公开。  

2. 对药学院内公开的事项，主要通过情况通报会、网站、橱窗专栏等途径

进行公开。 

3. 对社会公开的事项，主要通过药学院网站等媒体、媒介进行公开。  

在建立健全党务公开主渠道的基础上，建立党务公开专栏，进一步拓宽党务

公开的途径；同时注意发挥各种公开形式的作用，为党员、群众提供方便、快捷

的服务。 

四、党务公开的组织领导  

依据党务公开的原则，成立北京大学药学院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

记任组长，副书记任副组长，院办、党办、学生办公室、教学办公室、科研办公

室、院工会、院团委负责人为委员，建立健全药学院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各

负其责、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责是：     

1．定期和不定期召开党务公开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党务公开工作的总体安

排和重大事项，协调各部门的关系； 

2．将党务公开工作任务分解到各有关部门，指导和督促部门各负其责，制

定和落实具体方案、措施，并将其纳入部门管理程序，保证公开工作的经常化、

规范化； 

3．对党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党务公开的日常具体工作。办公室

设在药学院党办。 

党务公开工作情况列入药学院党委的工作总结报告。 

 

 

 



北京大学药学院党务公开基本目录 

一级

目录 
序号 二级目录 公开形式 责任单位 

全
局
工
作
情
况 

1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

党组织的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情况 

会议、文件、简报、橱窗、

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2 

研究制定涉及药学院改革发展和群众利

益的重大决策、重要措施、重要工作部

署情况 

会议、文件、橱窗、学院

网站 
药学院党办 

3 
党委作出的重要决策、决定、措施及落

实情况 
会议、文件 药学院党办 

4 学院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会议、文件 药学院党办 

5 党建工作年度计划和落实情况 
会议、文件、橱窗、学院

网站 
药学院党办 

6 党委阶段性工作部署及落实情况 
会议、文件、简报、橱窗、

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思
想
建
设
情
况 

7 思想政治工作部署和落实情况 
会议、文件、简报、橱窗、

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8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

及落实情况 
会议、橱窗、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9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及落实情况 
会议、文件、橱窗、学院

网站 
药学院党办 

10 先进典型的树立和宣传情况 
会议、文件、简报、橱窗、

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11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 
会议、文件、简报、橱窗、

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组
织
建
设
情
况 

12 党委组织设置及主要职责 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13 有关组织建设制度、措施 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14 干部考核结果 文件 药学院党办 

15 基层组织建设主要活动及开展情况 
会议、简报、橱窗、学院

网站及微信平台 
药学院党办 

16 党员教育、管理和民主评议情况 会议、文件 药学院党办 

17 接收新党员及党员转正情况 会议、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18 党代表推选及党组织换届情况 文件、会议 药学院党办 

19 党组织和党员的奖惩情况 文件、简报、会议 药学院党办 

20 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 文件、会议 药学院党办 

21 党务工作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 会议 药学院党办 

领
导
班
子
和
干
部
队
伍 

建
设
情
况 

22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职责分工 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23 学院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24 领导班子建设相关规章制度 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25 学院领导班子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 会议 药学院党办 

26 
学院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及存在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 
会议、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27 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会议、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28 干部监督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会议、文件 药学院党办 

29 中层干部选拔任用、轮岗及交流情况 会议、文件 药学院党办 

30 后备干部推荐、考察情况 会议 药学院党办 



作
风
建
设
情
况 

31 学院领导联系基层工作情况 会议、简报、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32 
听取、反映和采纳党员、统战人士、师

生群众意见建议情况 
会议、简报、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学

办、教办、团总

支、院工会 

33 
帮助党员、师生群众解决学习、工作、

生活实际困难情况 
会议、简报、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学

办、教办、团总

支、院工会 

34 接待来信来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情况 会议 药学院党办 

35 
办理涉及党员、群众切身利益重要事项

的情况 
文件、会议 

药学院党办及

其它相关部门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情
况 

36 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 文件、学院网站 药学院党办 

37 

学院及系室领导班子及干部执行廉洁自

律规定、落实党内监督制度、推进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情况 

文件、会议 药学院党办 

38 
开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治

理情况 
文件、会议 

药学院党办 

相关职能部门 

39 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文件、会议 药学院党办 

其它 

事项 

40 工会、共青团建设情况 
会议、简报、学院网站及

微信平台 
院工会、团总支 

41 

党员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

问题，经党委研究决定或上级党组织要

求公开的事项 

根据具体内容确定 相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