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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陕铁院党宣〔2022〕2 号

关于印发《2022 年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的通知

各党总支、党支部：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我校全面推进“双高

建设”和“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的冲刺之年，是学校“十四

五”事业发展规划全面实施之年，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教职

工的理论素养，增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以更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现结合我校实际，就 2022 年教

职工理论学习工作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夯实理论功底，提升理论素

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为学校早日建设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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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内容

1.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一步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两

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

抓好当前学校重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结合部门实际创新开展各类

形式的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践行到

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2.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全文，深刻把握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更

加坚定自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建设，努力在新时代交出更加优异的铁院答卷。

3.做好迎接、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各项工作。要学懂、

弄通、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制定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

实施方案，精心做好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举办迎

接二十大系列主题活动，邀请专家来校做专题辅导报告。把

师生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全面推进学校双

高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4.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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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

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要深

入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断坚定党员师生信

仰信念信心，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鼓舞激励

党员师生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在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中，汲取助推学校发展的奋进力量。

5.深入持续推进以中共党史为重点“四史”学习教育。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积极探索学校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进一步巩固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推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向深

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

6.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加强

宪法、民法典等内容的学习，增强广大师生法治思维。结合

实际深入学习宪法、民法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发事件应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

生安全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大力提升教职工知

法懂法学法用法守法能力，全面加强学校依法治校能力和水

平。

7.认真开展党章和党规的学习，推动学校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贯彻落实《准则》《条例》精神，深入学习《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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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从严

治党，创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

8.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切实抓好师德师

风建设，巩固省级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成果。

三、学习安排

各党总支（支部）、直属党支部在每双周星期二下午，

结合实际情况，按照附件 1 学习内容组织学习。学习内容不

限于附件 1 中内容，可以适当增加。本年度政治理论学习不

少于 16 次。

四、学习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理论武装。各党总支（支部）、

直属党支部要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高度，充分认识政治理

论学习的重大意义，加强对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组织领导

和具体指导；要结合实际，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四史”专

题教育、学校“双高”建设、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2022 年

党政工作要点等，将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抓紧抓好。

2.创新学习形式，掀起学习热潮。按照理论联系实际，

重在学习成效，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载体。把集中学习

和个人自学，系统学习和重点学习，专题讲座和交流讨论，

专家宣讲和参观考察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廉政学

习平台、学习强国平台等在线学习平台，增强学习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和浓厚学习

氛围，不断提升学习效果。

3.落实学习制度，强化学习成效。各党总支（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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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党支部要进一步健全学习制度，做到理论学习有计划、

有考勤、有记录（详见附表 2），确保学习取得实效。学校

将对各总支（支部）、直属党支部理论学习情况进行检查考

核。

附件：1.2022 年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2.党总支（支部）、直属党支部教职工政治理论

学习会议记录表

党委宣传部

2022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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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时

间
学习内容 学习参考资料

3

月

1.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2.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3.学习学校 2022 年党政工作要点；

4.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5.学习疫情防控相关文件、内容。

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

问》；

2.全国“两会”有关报道及文件等；

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4.《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5.学习省市区及学校的疫情防控相关文件、内

容。

4

月

1.学习学校2022年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计划；

2.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

4.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5.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1.学校 2022 年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计划；

2.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精神的有关文

件；

3.《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问答》；

5.《中国共产党简史》《改革开放简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

5

月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讲

话精神；

2.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3.学习《民法典》；

4.学习“八五”普法工作要求；

5.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1.“五四”讲话相关文件；

2.《中国共产党简史》《改革开放简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

4.《民法典》；

5.陕西省教育系统“八五”普法工作方案；

5.学校“八五”普法实施方案；

6.《新征程面对面》。

6

月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论述；

2.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

3.学习西迁精神、延安精神等；

4.学习《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

等内容；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

论述。

1.《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2.《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3.《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

党徽党旗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等；

4.西迁精神、延安精神有关文件及视频资料；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中

省相关文件资料。

https://www.so.com/link?m=b5udU34LfDBzgGgLqegDgG8YvQ7xVg5erJ2V%2FA6IF%2B8Wj6haZ%2FTw7ThSPRHxy2f4lDa6QB1JENl1ZdgOr4C6LZBuGpEg0%2Fdapbq5PvtN1sSYgiQWcRzKslLr1bZc0zeDGJviD%2FAd1frM4KDTffXG7CSOAEJ9irnuH4R9FLLL9kg1iO59V%2BRyH3nQ%2BZcWogcynoRtRTiMZoxN42xeaGqQkWVRuFVlmAtIanJFoALw6gEoC7REpVNpwyeqMvilmuMMYwnvY1KJ4Kh5g8eiWAMkZ6dBseWPg8e9W7BZLavkL%2FrT97yDK
https://www.so.com/link?m=b5udU34LfDBzgGgLqegDgG8YvQ7xVg5erJ2V%2FA6IF%2B8Wj6haZ%2FTw7ThSPRHxy2f4lDa6QB1JENl1ZdgOr4C6LZBuGpEg0%2Fdapbq5PvtN1sSYgiQWcRzKslLr1bZc0zeDGJviD%2FAd1frM4KDTffXG7CSOAEJ9irnuH4R9FLLL9kg1iO59V%2BRyH3nQ%2BZcWogcynoRtRTiMZoxN42xeaGqQkWVRuFVlmAtIanJFoALw6gEoC7REpVNpwyeqMvilmuMMYwnvY1KJ4Kh5g8eiWAMkZ6dBseWPg8e9W7BZLavkL%2FrT97y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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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学习内容 学习参考资料

7

月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

神；

2.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3.学习建党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

精神等。

1.“七一”讲话及相关文件；

2.《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创立之

路》《伟大的开端》《新征程面对面》等；

3.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有关资料；

4.建党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有关文件

及视频资料。

9

月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

精神；

2.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

3.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宣传思

想工作》等内容。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2.学校党委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系列文件；

3.《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邓小平实

录》《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试

点：改革的中国经验》等；

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10

月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国庆节的重要讲

话精神；

2.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

观；

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

重要论述；

4.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1.习近平总书记国庆节重要讲话；

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等；

3.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报道及文件；

4.双高建设及提质培优相关文件；

5.《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新征程面对面》

等；

6.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的相关文件。

11

月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

2.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3.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4.学习双高建设及提质培优有关文件

精神。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2.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报道及文件；

3.中省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的相关文件

等；

4.双高建设及提质培优相关文件。

12

月

1.学习《宪法》《民法典》等普法教

育内容；

2.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3.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内容；

4.学习双高建设及提质培优有关文件

精神。

1.《宪法》《民法典》等；

2.中省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的相关文件

等;

3.双高建设及提质培优相关文件；

4.《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

5.《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 8 -

附件 2

陕铁院党总支（支部）、直属党支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记录表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持人

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 记录人

会议主题

主要内容

备注：

中共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2022年 2月 27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