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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鲁教工委字〔2019〕19号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关于公布山东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 
样板支部、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 

工作室培育创建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市委教育工委、各高等学校党委：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

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鲁教工委发〔2018〕2号，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和《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首批高校“双带

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工作的通知》（鲁教工委字

〔2018〕9号）、《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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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鲁教工委字〔2018〕11号）

安排，经专家评审，遴选产生了 5 个高校党委、49 个院系党组

织、161个党支部、29个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作为山东党

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高校“双带头人”教师

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创建单位（名单见附件）。自本通知发布

至 2020 年 8 月，为山东高校党建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

部、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创建时间。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培育创建 

各建设单位要按照《实施意见》和相关通知要求，认真谋划

研究，明确专人负责，精心组织实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培育

创建工作取得实效。要坚持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结合，按计划、

分步骤开展培育创建工作。 

二、加强管理考核 

省委教育工委以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培

育创建工作管理考核。各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1月底前，提交年

度工作总结和成果报告。省委教育工委将对各建设单位培育创建

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各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7 月前，提交工作总

结报告、培育创建成果。省委教育工委进行验收，2020 年 8 月

公布评定结果。评定达标的，予以结项，深化宣传推广；评定不

达标的予以通报，严格追责问责。 

三、严格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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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周期内，省委教育工委将按年度划拨党建工作示范高

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

作室培育创建单位支持资金。第一期经费统一划拨（划拨方式见

附件 5），后续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各建设单

位要严格执行《关于印发＜山东省学校党建“双创”“双带头人”

培育创建项目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鲁教组织字

〔2019〕1 号）及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专款专用，规范、高效、

合理使用建设经费。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委教育工委学校组织处：李鹏、范克岩，0531—51771912、

18706358877、18615380677，邮箱：gwzzc@shandong.cn 

 

附件：1.山东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2.山东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3.山东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4.山东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 

创建单位名单 

5.经费划拨方式说明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2019 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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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山东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潍坊医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英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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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党委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烟台大学药学院党总支 

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党委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党委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党总支 

山东科技大学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党委 

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党委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总支 

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党总支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党委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 

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党委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党总支 

青岛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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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党委 

泰山医学院医药管理学院党委 

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党总支 

潍坊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济宁医学院医学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党总支 

山东工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 

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党委 

齐鲁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临沂大学教育学院党委 

菏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山东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系）党总支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与艺术设计系党总支 

山东职业学院铁道供电与电气工程系党总支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系党总支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建筑经济管理系党总支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国际运输与物流系党总支 

烟台职业学院会计系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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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总支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公路与建筑系党总支 

威海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总支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创意设计学院党总支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管理学院党总支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生物与化工学院党总支 

 

齐鲁理工学院文学院党总支 

青岛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青岛黄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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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内科党支部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研究所党支部 

山东大学（威海）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控制系教工党支部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海洋气象学系教工党支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系党支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党支部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计算机学院信息安全教研室党支部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工程系党

支部 

山东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数学系党支部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系学生党支部 

山东师范大学机关党委学生工作部（处）党支部 

烟台大学药学院教工党支部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外教工党支部 

青岛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学生党支部 

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党支部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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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党支部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生药系党支部 

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办公室党支部 

山东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党支部 

山东科技大学机电学院小平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 

青岛科技大学学生处党支部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系党支部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城乡规划教工党支部 

青岛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材料成型教工党支部 

山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造系教工党支部 

济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土木专业学生党支部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教师党支部 

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管理系党支部 

聊城大学后备军官学院国防生第一党支部 

山东建筑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教工党支部 

山东建筑大学理学院公共数学教工党支部 

鲁东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 

鲁东大学法学院学生党支部 

青岛农业大学机关学生工作部（处）党支部 

青岛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第三党支部 

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第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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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计量经济系党支部 

齐鲁工业大学互联网金融创新团队党支部 

齐鲁工业大学后勤校医院党支部 

泰山医学院药学院第二党支部 

泰山医学院校医院党支部 

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院第四党支部 

滨州医学院第一党总支第四党支部 

潍坊医学院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党支部 

潍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 2015 级学生党支部 

济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党支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党支部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教师第二党支部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山东体育学院学生处党支部 

山东体育学院竞技体育与体育教育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山东工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山东工商学院统计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山东警察学院保卫处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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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警察学院专业基础教研部党支部 

山东政法学院警官学院交通党支部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齐鲁师范学院数学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学生党支部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学生党支部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会计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山东女子学院会计学院学生党支部 

山东女子学院音乐学院教工党支部 

临沂大学纪委监察审计党支部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系学生党支部 

德州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第二教师党支部 

德州学院政法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潍坊学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潍坊学院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学生党支部 

泰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党支部 

枣庄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枣庄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党支部 

滨州学院艺术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滨州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菏泽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学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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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党支部 

济宁学院物理与信息工程系学生党支部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中文及新闻教师党支部 

山东管理学院工商学院学生党支部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理工学院第二教工党支部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党支部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基础医学部第一党支部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药学系和医学检验系第二党支部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系教工党支部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学生党支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品药品学院（系）食品专业党支部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教工党支部 

山东职业学院铁道工程与土木工程系教工党支部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党支部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基础部党支部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图书馆党支部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基础部党支部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播音主持系党支部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烹饪学院教师党支部 



 — 13 —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国际运输与物流系学生党支部 

淄博职业学院文化传媒系党支部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支部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学生党支部 

枣庄职业学院化工系党支部 

东营职业学院石油与化学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烟台职业学院电子工程系应用电子技术教研室党支部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机电一体化教研室党支部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学管理党支部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会计系教工党支部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党支部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教学中心直属党支部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第三党支部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车辆工程系第三党支部 

潍坊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支部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宠物科技系党支部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信息工程系党支部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党支部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党支部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教工党支部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机电技术工程系党支部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服装工程与管理系第二党支部 



 — 14 —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助产系党支部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药学系教工党支部 

威海职业学院交通工程系教师党支部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第二党支部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教师党支部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与护理系第一党支部 

临沂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信息技术工程系第一党支部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教工党支部 

滨州职业学院后勤管理处党支部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工党支部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护理系党支部 

济南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学生党支部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食品工程系教工党支部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党支部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机械工程系党支部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机电系第三党支部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动物科技系党支部 

 

烟台南山学院工学院第一学生党支部 

齐鲁医药学院临床医学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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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英才学院商学院教工党支部 

山东协和学院计算机学院教学党支部 

青岛黄海学院基础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 

齐鲁理工学院思政部党支部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院办党支部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外语学院教工党支部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教学党支部 

青岛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工党支部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汽车学院党支部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第三党支部 

青岛滨海学院公寓科党支部 

山东华宇工学院基础部党支部 

山东现代学院医学院学生党支部 

潍坊科技学院外语与旅游学院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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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东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 
工作室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工

作室 

烟台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工应化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中医药大学生药系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实验中心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理工大学农机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济南大学新能源系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建筑大学物联网工程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鲁东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第二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政系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工

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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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医学院应用心理学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基础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临沂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化分析团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潍坊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与艺术设计系教工党支部

书记工作室 

淄博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教学管理党支部书记工

作室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政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第一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潍坊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光电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思政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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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经费划拨方式说明 
 

一、山东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高校“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支持资金将由省教育厅统一划拨

至各有关高校。 

二、各民办高校需填写《预算资金拨款账户登记表》（见附

表），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学校公章，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前，传真至省委教育工委学校组织处，同时通过邮箱发送统计表

电子版（word 版）。 

三、各建设单位需开具一张发票（发票类型不限，须为机打

发票）。发票抬头：山东省教育厅，税号：11370000004502323D，

发票备注：学校党建“双创”“双带头人”专项资金。党建工作

示范高校发票金额 50万元，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发票金额 10万元，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发票金额 2.5万元，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

支部书记工作室发票金额 2.5万元。根据相关财务规定，教育厅

收到发票后再统一拨款，请各建设单位于 2019年 6 月 10日前，

将发票以稳妥方式邮寄至省委教育工委学校组织处。邮寄地址：

济南市纬一路 482 号省委东 1 号楼省委教育工委学校组织处，邮

编：2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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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资金拨款账户登记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盖章）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银行预留印鉴（盖章） 

联系电话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大额 

支付系统行号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说明：请于 2019年 6月 10日前向省委教育工委学校组织处报送纸质

版、电子版（ Word 版）。传真： 0531— 51771912；电子邮箱：

gwzzc@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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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教育厅（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19年 5月 31日印发 
                                                                

校对：徐文元                                共印 14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