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及安排 承办单位 归档要求 执行进度

7月22日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暑期专题读书班启动

会

校党委书记陈春声作动员讲话，校领导和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会。 组织组 讲话稿等 已完成

8月15日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暑期专题读书班集中

学习研讨会

1.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张浩教授作辅导报告；

2.陈春声、罗俊、林东伟同志作主题发言，教育部党组派驻我校的党建工作联络员彭新一同志作点评讲话；

3.全体校领导、校长助理，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发言。

宣传组      组

织组

讲座课件、发言提
纲等

已完成

9月10日
常委会审议通过主题教
育实施方案、领导小组
及工作机构成员名单

1.审议通过中山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上报中央第三指导组审核；

2.审议通过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成员名单。
组织组

实施方案、领导机
构发文等

已完成

9月11日 召开动员会
1.陈春声书记讲话；

2.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田福元作动员讲话。
组织组

会议通知、书记讲
话稿、新闻稿等

已完成

9月上旬 审定学习教育方案 研究制定学习教育方案、宣传工作方案，报中山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小组审定。 宣传组
学习教育方案、宣

传工作方案等
已完成

9月11日—11月30

日

开展个人自学              丰

富学习方法

1.认真开展自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主题教育学习资料清单，静下心、坐下来，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在学深悟透、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
2.体现自学效果：通过个人自学，深化对主题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深化对党的初心使命的认识，深化对党

面临的风险考验的认识，深化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认识，着力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增强党性、提升能力
、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
3.积极参加所在支部及所联系支部活动（各支部在“十一”前后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宣传组      有

关党支部

学习资料清单、学
习记录、

党支部记录等

9月19日

15:00-18:30

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

论述专题

1.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罗俊同志主持；

2.学习主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李捷教授（《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作辅导报告；

4.校中心组成员及扩大成员围绕主题，结合学校发展和工作实际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5.罗俊同志作总结发言；

6.集中学习研讨前后，都要求认真开展自学，自学材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认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深入学习习近平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通读精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宣传组

李捷报告PPT、中

心组成员发言提纲
等

已完成

9月23日

10:30-12:00 召开工作培训会

参会人员：
1.中山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全体成员；

2.中山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全体成员；

3.各单位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联络员；

4.各二级党组织副书记。

组织组
会议材料、巡回指
导组工作手册等

已完成

前期准备  动

员部署

学习教育



时间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及安排 承办单位 归档要求 执行进度

9月23日

14:30-17:30

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

述专题

1.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同志主持;

2.学习主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3.校党委中心组成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摘编》；

4.校中心组成员及扩大成员围绕主题，在深入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摘编》的基础上，结

合学校和工作实际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5.陈春声同志作总结发言；

6.集中学习研讨前后，都要求认真开展自学，自学材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摘编》、《深

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宣传组 发言提纲等 已完成

9月27日

9:00-12:00

第三次集中学习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

论述

1.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同志主持；

2.学习主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

3.张浩教授导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4.校中心组成员及扩大成员围绕主题，在深入研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的基

础上，结合学校发展和工作实际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5.陈春声同志作总结发言；

6.集中学习研讨前后，都要求认真开展自学，自学材料：《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通读精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讲话。

宣传组 发言提纲等 已完成

9月27日

15:00-17:30

第四次集中学习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

论述

1.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同志主持；

2.学习主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

3.张浩教授导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4.校中心组成员及扩大成员围绕主题，在深入研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的基

础上，结合学校发展和工作实际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5.陈春声同志作总结发言；

6.集中学习研讨前后，都要求认真开展自学，自学材料：《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通读精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讲话。

宣传组 发言提纲等 已完成

9月28日 全校党支部书记培训 余敏斌副书记参加。 组织组 培训课件 已完成

10月11日

15:00-17:30

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参观学习

赴广东省档案馆参观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及焦裕禄精神展。 宣传组

10月11日

19:00-22:00

第五次集中学习研讨：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专
题

1.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同志主持;

2.学习主题：党史、新中国史；

3.王宏甲作辅导报告：主题为：文化、信仰和制度；

4.集中学习研讨；

5.陈春声同志作总结发言；

6.集中学习研讨前后，都要求认真开展自学，自学材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中国发展面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宣传组 发言提纲等

学习教育



时间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及安排 承办单位 归档要求 执行进度

10月15或16日
第六次集中学习研讨：

党的建设专题

1.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同志主持;

2.校领导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等精选

段落;

3.部分校领导作专题发言；

4.专家教授导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等；
5.集中学习研讨。

6.集中学习研讨前后，都要求认真开展自学，自学材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习

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
式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

宣传组 发言提纲等

10月中旬
全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

讨会
陈春声书记、罗俊校长、余敏斌副书记、马骏副书记副校长等参加。

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

会议材料

10月下旬 全校党支部建设研讨会 陈春声书记、罗俊校长、余敏斌副书记、马骏副书记副校长等参加。
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
会议材料

9月20日前 确定调查研究题目

1.突出调研重点，紧密围绕高校改革发展稳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校风学风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

题，师生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校领导结合各自分管工作，确定1-2个调研题目;

2.学校党委研究确定最终调研内容。

综合组 调研题目清单

9月20日—10月10

日

集中开展调查研究
1.整体调研工作由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同志抓总，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统筹推进；

2.校领导班子成员以集中座谈、个别访谈、实地走访等方式，深入一线，摸清实情，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

进工作的办法与措施，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综合组 调研过程材料

10月8日—12日 汇总调查研究材料

1.分析梳理调查研究情况，发现突出的深层次问题，形成初步调研报告（包括三份清单：突出问题清单、典

型经验清单、整改建议清单）；
2.报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审核。

综合组
调研报告和整改清

单

10月17日（暂定） 召开调查成果交流会

1.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

2.把调研反映出的问题进一步凝练，作为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的重要内容，作为检视问题

和整改落实的重要参考；

3.提前谋划整改工作，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一项项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

综合组 调研报告

10月中旬—11月中

旬
讲好专题党课

1.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增强在学习调研基础上讲好党课的政治责任感，紧密结合学习教育和调研成果，重点讲

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收获，讲存在的差距不足，讲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
2.校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其他班子成员到分管部门或联系单位、党支部讲党课；

3.确定校领导班子成员讲党课时间，形成党课时间安排表，并报中央第三指导组。

综合组、校领
导联系秘书、

组织组
党课课件等

9月20日—11月10

日
持续深刻检视问题

1.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要求，从一开始就着手梳理问题清单，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以正视问题的政治自觉和刀刃向内的革命勇气，认真查找自身不足和工作短板，对存在的问题
即知即改；

2.坚持“自己找、互相帮、上级点、群众提”相结合；

3.坚持开门搞教育，广开言路，畅通渠道，采取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新

媒体留言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对意见进行梳理总结，形成意见清单。

综合组、纪检
组

意见清单等

9月中下旬
常委会审议：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审议通过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并抓好落实。

综合组、纪检
组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等

检视问题

调查研究

学习教育



时间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及安排 承办单位 归档要求 执行进度

10月15日前 列出突出问题清单

1.通过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重点查找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问题，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问题，在

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问题，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工作作风、公众形象
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问题；
2.结合巡视、干部考察、工作考核中反馈的问题，一并列出突出问题清单。

综合组

纪检组
问题清单

10月18日（暂定）
深挖思想根源
召开专题会议

1.校领导班子成员对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工作短板，要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着重从理想信念、宗旨

意识、担当精神、作风纪律等方面进行反思；

2.确定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时间，上报中央第三指导组；

3.召开专题会议，领导班子成员逐项说明查找出的差距和问题。

综合组

纪检组
会议材料等

9月11日—10月底 明确整改重点

1.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特别是关于高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责任和整改落实第一任务。着力整改解
决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层党组织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学生社团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全面梳理、建立整改台账；

2.按照中央关于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和上下联动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列出需要整治的突出问题，制定工作方

案，进行集中整治；

3.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对正在改的问题纳入主题教育

整改清单，盯住抓好整改。

综合组      纪

检组
整改台账等

9月11日—11月底 边学边查边改

1.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按照11月底前、春节前、中长期三个时限，列出整改清单；对当下能改的，

要立即改；对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分别提出近期、中期、长期整改目标，盯住不放、一抓到
底；对那些在以往对照检查中屡次被拿出来说的问题，要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彻底整改。

2.紧紧抓住几个群众反映强烈、主题教育期间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扎实整改，让师生看到实实在在的变

化。

综合组 整改台账等

10月中下旬
常委会审议：
整改工作方案

审议通过中山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工作方案，上报中央第三指导组审核。 综合组 整改工作方案

10月20日—11月15

日
抓好整改落实

1.强化组织领导，整合精干力量，组建以党委办公室和纪委办公室牵头的整改落实专门工作机构；

2.抓好整改方案的落实，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主动认账担责，带头改、深入改，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

件落到底；

3.既要抓好学校层面的整改落实，又要传导压力抓好二级单位的整改落实，确保每个层级、每个任务都有人

抓、有人盯、有人促、扎实改到位。

综合组      纪

检组

文件通知、

整改进展台账等

11月中旬
常委会审议：

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
审议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等各项材料。

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

民主生活会方案等

11月中旬 召开民主生活会

1.抓好学习；

2.根据前期调研、征求意见建议的情况，撰写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及个人发言提纲；

3.谈心谈话；

4.开好民主生活会，形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报告，上报中央第三指导组审核，抓好问题整改。

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

班子对照检查材料

及个人发言提纲、
民主生活会有关材

料等

11月下旬 召开座谈会、测评会
1.召开座谈会；

2.召开测评会。
综合组 座谈会记录等

11月底 召开总结会、通报会

1.对主题教育进行全面总结；

2.按照中央第三指导组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和信息；

3.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

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

总结报告等

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