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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党校会议室里，一场如
何加强管理，更好地服务学员的讨论
激烈进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形成了在内部管理上，坚持并完善“周
一例会、周五上午集体学习、下午‘三
会一课’、每周工作调度、每月一次科
研日、每月一次中心组学习和校委会、
每年两次党的建设工作会”的教学、科
研、行政、教辅协调联动长效机制，确
保党校各项工作协调有效运转。在工
作实践中制定 5 大类 49 项制度，并汇
编成册每年修订印发，以制度为抓手
提升各项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在主体班学员管理上，坚持从严、从紧
的原则，强化教育和监管，每学期开学
后由校领导亲自主持，邀请组织部领
导参加开展以政治纪律为主要内容的
入学教育。

2017年开发了学员电子档案系统，
凡在党校学习的学员在校学习情况和表
现均录入电子档案备查。依据有关规
定，制定了主体班学员管理办法，对一周
以上的主体班次实行在校期间全封闭管
理，吃住在党校，早上出操、白天上课、晚
上研讨，上课实行刷卡签到签退制，严格
执行“五位一体”管理模式，即：主管部门
强化监督、派出单位协调配合、党校从严
管理、班主任跟班服务、参训学员自我约
束和“五个一”学习要求，即：精读一本
书、完成一篇调研报告、每单元一篇心得

体会、登台演讲一次和为鄂尔多斯现代
化建设提一条建议。

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市委党校的建设和发展，2009 年投资
建设的新校区，硬件设施堪称一流。
2012 年搬迁入驻新校区后，又陆续投
资建设了党史党建展厅、党风廉政教
育基地、廉政文化广场、应急培训中
心、拓展训练基地等。2015 年启动

“智慧党校”建设，开通了市委党校与
各旗区互联的视频会议系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远程教学 A 级站建
成投入使用；建立了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人民公仆网鄂尔多斯行政学
院在线学习平台；开通了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实时课堂”；成立了鄂尔
多斯干部培训网络学院；2017 年与市
委宣传部共建了“新闻学院”；与市直
机关工委共建了“市直机关工作委员
会党校”；与新华书店联合创办了“新
华书店党校书屋”；重点打造了鄂尔多
斯市委党校书吧“雅阅”，自建文献资
源、教研资料库、网上电子报刊等数字
资源库；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图书馆实现了资源共享，与内蒙古党
校系统联合采购开通了中国知网等十
大数据库，形成种类多样、内容丰富、
质量较高、使用便捷的数字资源体系。

实行校园“一卡通”管理，可对学
员报到、签到签退、门禁管理、图书借

阅、餐饮住宿、员工考勤等环节进行管
理和服务。2017 年，对全校网络进行
了升级改造，实现了 1000 兆网速和无
线网络全覆盖。通过与鄂尔多斯市电
业局协调争取，实现了双回路供电；在
康巴什区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校园
亮化工程和园林绿化工程，成功申报
了“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并对校园基
础设施进行了整体提升改造，校园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2010 年成立了对外培训中心，主
要承接市内外各类培训机构以及党政
部门、各旗区、各大企业的培训班。平
均每年举办 150 个左右班次，培训两
万多人次。2008 年创办内蒙古党校
在职研究生鄂尔多斯班，开设 4 个专
业：经济管理、公共管理、法律、政治
学；2011 年创办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
职研究生鄂尔多斯班，开设两个专业：
政治学、行政管理，中央党校和内蒙古
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员累计毕业 2522
人，目前在校人数 900 人。

40 年步履坚定，40 年砥砺奋进，
40 年来，鄂尔多斯市委党校以培养造
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为目标，聚
焦主业主责，深化改革创新，健全制度
机制，加强学风建设，推动了全市干部
教育培训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提供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2018 年 3 月 14 日 ，鄂 尔 多 斯 市
委党校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全市中青干
部学习培训，采取专题辅导、自学、研
讨、现场教学、异地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教学的研究性和针对性。来
自全市的 50 多名中青干部，通过理
论培训和实地考察学习，履职尽责能
力显著提高。

党校学员达拉特旗风水梁镇党委
书记李鹏说：“我们来自基层，理论知
识相对薄弱，通过这样的学习，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理解的更加深刻，加强
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新常态新理念
的学习培训，全面提高了我们的德才
素质和履职能力，能更好地为推动鄂
尔多斯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像这样的学习培训活动，从改革
开放初期的每年 10 余个班次，培训学
员 700 余人次，发展到近年来平均每
年培训 100 多期，2 万多人次。这得益
于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始终坚持以培养
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为目标，

坚持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
为主体班次的核心课程，不断增强主
业主课意识，确保两项内容的比例分
别 占 到 总 课 时 的 70% 和 20% 以 上 。
在中长期的主体班次中推行结构化研
讨、案例式教学、行动学习法、情景模
拟、危机处理和媒体沟通演练、学员论
坛、微论坛、现场教学、“三同”实践等
培训方式，增强培训吸引力，提升培训
实效。重点实施了课题、论文和调研
三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各级各
类媒体上发表作品 700 多篇，其中发
表国家级论文 9 篇，省级论文 200 多
篇，市级 500 多篇。从 2010 年开始每
年出版一本《回眸鄂尔多斯》，先后出
版《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的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巨变》
《中国智慧：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历
史经验的价值与现实举措的启示——
鄂尔多斯市“十二五”与“十三五”的若
干问题评析》等多部专著。编写的《防
治荒漠化中的绿色鄂尔多斯》一书在
2017 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
三次缔约方大会”上以英汉两种文字

出版发行，实现了在国际会议上著作
交流的首创。

在改革开放 40 年实践中，鄂尔多
斯市委党校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科研
咨政的“智库”作用，在鄂尔多斯的 3
次创业历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在
推动鄂尔多斯由农到工的第一次创
业中，党校人率先宣讲“真理标准”，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推动了“新苏鲁
克”制在伊克昭盟的全面推行；在推
动鄂尔多斯工业由小到大的第二次
创业中，党校人率先提出“盟旗经济
一体化”“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唱响
了“民营经济坐正席”“扬眉吐气”的
发展凯歌，为“四个层面”企业发展助
推发力；在推动鄂尔多斯经济由量到
质 的 第 三 次 创 业 中 ，党 校 人 率 先 发
声，所撰写的《鄂尔多斯经济由高速
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中，明确提出经
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科学建设、民生
合理提升“三位一体”用力才是鄂尔
多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咨政献
计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
高度认可和重视。

6 月 5 日,在鄂尔多斯市委党校综
合报告厅，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参事
室）常务副主任文风，在讲解《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推动鄂尔多斯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课程。听课的 200
多名学员，边听边记，全神贯注。党校
的几名青年教师也在其中，青年教师
王颖超说：“通过听专家的课，我们找
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常抓教育不
放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校建设与发展的系列论述等内
容，针对外聘师资，将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和社科院、国家发展研究中
心、上海市委党校等机构的专家教授
以及市内部分党政领导、企业家共计

200 余人聘为客座教授，并建立了师
资库保持联系和交流。

针对校内师资采取了梯次招录、
精心培养、严格考评、绩效奖惩等办
法，师资队伍梯次结构不断优化，教学
质量明显提升。从 2010 年开始共 4
批招录和选调了 26 名硕士学历的年
轻教师精心培养，分别制定了“六个
一”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即：定期招
考和选调一批年轻教师、每年举办一
次教学能手比赛、每年举办一次党校
系统科研论坛和科研成果展示、每年
选送一批年轻教师到基层挂职和到上
级党校行政学院访学、每年至少举办
一期师资培训班、每周举办一次教法
研讨会；“十个一”的年轻教师培养计
划，即：精读一批理论原著、参加一期

师资培训班、基层挂职锻炼一次、当一
次班主任、备一讲课、实行一对一导师
制和一对一帮带制培养、作一次科研

（调研）、参加一次党性教育和党史教
育、主持一次读书交流活动、每季度写
一篇心得体会；严格考评制定了教学
管理办法，采取工作量、学员评价、教
师测评、专家评课 4 项指标综合考评
的办法绩效奖惩。每年对教师进行排
名，设立教学优秀奖和青年教师进步
奖，奖惩兑现。积极主动与组织人事
部门对接考录和选调优秀的行政后勤
教辅人员，实现新老交替；积极引导行
政后勤教辅人员树立“教学是中心，科
研是基础”的意识，强化服务意识，加
强行政教辅人员的岗位学习培训，全
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优化管理 实现一流教育服务

培养历练 打造一流人才队伍

聚焦中心 创建一流教学科研

（本版图片均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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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委党校改革开放

40

周年创新发展巡礼

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师资培训在上海开班。

媒体应对模拟演练。

公开选拔与竞争上岗面试模拟。

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

危机处理模拟实训。

校园一角校园一角。。

改革开放 40 年来，鄂尔多斯顺应时代潮流，发扬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神，各项事业日新月异、成就瞩目，鄂
尔多斯市委党校事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始终坚持

“党校姓党从严治校”的根本原则，不断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与鄂尔多斯各项事业发展同向同行，为鄂尔多斯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鄂尔多
斯改革开放提供了智力保障，作出了党校贡献。

□王玉琢

乌云

万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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