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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师党发〔2019〕6 号 

关于做好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2018 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院级单位党委、党总支，各学院、各部门： 

根据《内蒙古师范大学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

法（暂行）》和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现就 2018 年

度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工作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黄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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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组长：云国宏  高云峰   

成  员：张海峰  刘九万  赵东海  王来喜  张宝成  

褚亚申  张玉柱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褚亚申；设 10个考核组，具体分组安排见附件。 

二、考核时间 

2019 年 3 月，具体时间由组织部通过各考核组与被考核单

位商定。 

三、考核对象 

全校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四、考核内容 

（一）领导班子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完成学校布置的工作任务、制定并落实

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促进学院（部门）建设和发展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和效果；教育教学改革、学生工作、学科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情况。 

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包括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

基层党建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干部队伍建设，执行民主集

中制、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联系党外干部、团结协作、选人

用人、维护稳定情况，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情况，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领导本单位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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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等。 

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主体责

任和“一岗双责”，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

神，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等情况。 

（二）领导干部 

    德：指政治立场、思想品德、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包括

思想政治素养、全局观念、团结合作精神、民主作风、个人修养、

道德品质等。 

能：指工作能力、理解和运用政策的水平、管理和服务水平

等。包括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开拓创新能

力、知人善任能力等。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还要重点考核其驾驭

全局的能力，抓班子带队伍的水平，工作思路方法和创新举措，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推动工作落实的力度等方面情况。 

勤：指工作态度和勤奋敬业精神。包括事业心、责任心，工

作扎实性和以身作则表现以及出勤情况。 

绩：指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效益等。包括完成本

学院（部门）工作计划情况、完成学校及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任

务情况以及履行岗位责任状况和效果。 

廉：指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个人和所在部门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等情况。 

综合评价：指对干部胜任工作情况、工作成绩等各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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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评价。 

五、考核程序和方式 

（一）撰写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和个人述职述廉报告 

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应按照考核内容要求撰写，对未完成

的责任目标，要说明情况，分析主客观原因，明确今后努力的方

向。 

领导班子成员的述职述廉报告除按照考核内容要求撰写外，

要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内容。 

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和个人述职述廉报告应根据考核内容实

事求是地汇报领导班子或个人的情况，重点总结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贯彻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解决突出问题、

完成年度工作任务、促进学校以及本学院（部门）科学发展等方

面的情况。要求用写实手法，无论是反映成绩还是分析问题都要

求实事求是，不扩大成绩，不隐瞒缺点或错误，事实清楚，重点

突出，简明扼要。凡属体会、感想方面的内容一律不写入总结与

述职述廉报告。班子年度工作总结控制在 3000 字以内,个人述职

述廉报告控制在 2000字以内。 

（二）述职大会 

被考核单位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班子主要领导代表班子在

大会上作班子总结报告，院级单位党委（党总支）书记作书记抓

党建工作述职。班子成员可不在大会上作个人述职，但个人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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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廉报告需提前以适当方式公开，以便在民主测评时，参会人员

对班子成员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召开述职大会的时间由各单位

和考核组协商确定。 

（三）民主测评与评价 

1．单位测评。在本党委（党总支）召开的述职大会上，教

职工在听取班子述职、书记抓党建述职和干部述职（书面）后，

对本党委（党总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测评时

以党委（党总支）为单位进行，根据工作性质，离退休教职工党

委合并到党政机关党委，研究生院党总支合并到教务科研党总支

进行测评。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派出考核组进行测评，测评票由考

核组收回统计。 

2．校领导测评。校领导对处级领导班子及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3．同级互评。党政管理部门、科研及教辅单位、后勤企业

干部对教学单位班子和干部进行民主测评；教学单位干部对党政

管理部门、科研及教辅单位、后勤企业班子和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4．考核组评价。考核组对被考核单位班子和干部测评，并

根据单位考核情况作出写实性评价，对所考核单位班子和干部进

行排序。 

5.测评结果计算。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测评权重系数为：单

位测评占 50%，校领导测评占 30%，同级互评占 10%，考核组测

评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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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别谈话 

考核组深入被考核单位开展个别谈话。一般应包括全体班子 

成员，科级干部代表，教职工党支部书记代表，工会分会主席，

党代表，老中青教职工代表，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代表等。除

考核组确定的谈话范围外，教职工可在考核本单位期间与考核组

联系约谈；考核组可根据工作需要，约谈教职工。 

（五）征询意见 

组织部就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基层党建工作、廉政建

设、综合治理、保密工作等情况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视具体情况

在确定评价等次中进行运用。 

（六）考核评价 

1.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要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考核组等次建议，综合分析各类测评情况、平时表现以及一

票否决等情况，经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会议研究，形成考核

意见，提交校党委会讨论决定。 

2.为增强考核对象可比性，考核评价采取分类、分层评优原

则，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为党政管理部门、科研及教辅单

位、后勤企业和教学单位两类按一定比例评优；处级领导干部同

时考虑正处级、副处级分级评优。 

3.班子分为突出、比较突出、一般、较差四个等次，评为实

绩突出的班子掌握在被考核班子总数的 30%左右。领导干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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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评为优秀等次干部的

比例掌握在被考核干部总数的 15%左右。 

4.处级领导班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评定为优秀：领导

班子因违规违纪受到通报的；在教学管理、安全责任、意识形态

工作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关工作受到“一票否决”或有其

他不得评为优秀等次情形的。 

5.处级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评定为优秀：在教

学管理、安全责任、意识形态工作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人；

因违规违纪受到诫勉谈话或纪律处分的个人；出勤率未达到 90%

的；经学校考核领导小组认定有其他责任事故的。 

6.处级领导班子、干部在完成重要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有

重大影响者，可给予特别关注。 

（七）考核结果通报、反馈与运用 

处级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内通报。具体

考核情况由分管校领导或组织部向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

人进行反馈。对于在年度考核测评总体评价排名靠后的班子和干

部，根据测评结果和平时掌握的情况，综合分析运用考核结果。 

六、材料报送 

处级领导班子填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院（部、处）领导班

子年度工作考核登记表》（A4 纸正反双面打印）；处级领导干

部填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院（部、处）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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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表》（A4 纸正反双面打印）、《内蒙古师范大学工作人员

年度考核登记表》（A4 纸正反两面打印，被考核人意见栏签名），

以上表格可在组织部网站下载专区下载。以上材料连同班子工作

总结、领导干部个人述职述廉报告一并交考核组（同时提交电子

版）。班子工作总结要经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纸质材料须

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七、其他事项说明 

（一）考虑工作实际，新提拔任用的领导干部，按现任职务

在现工作单位进行年度考核，要把本人 2018 年度提拔任用前的

工作写在述职报告中，考核组可适当参考原工作单位意见。鉴于

实际情况，专职组织员、教学督导组成员考核工作与本次干部考

核工作同步进行，原则上在原工作单位进行考核。 

（二）干部因公外派工作、学习或其他特殊情况，参加测评，

由所在单位依据个人总结、外派单位鉴定材料等内容，提供现实

表现材料，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干部的日常工作表现，综合考

虑后研究确定等次。 

（三）各学院（部、处）领导要做好考核工作的组织和宣传，

通过深入的动员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良好的考核环境。 

（四）考核期间如有需要解释的问题请及时与组织部联系，

联系电话：4392228、439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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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工作全程接受学校纪委监察处监督，监督举报电

话：4393301。 

附件：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2018年度考核工作分组安排 

特此通知 

 

  

 

                                  2019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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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2018 年度考核工作分组安排 

组  别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考核单位 

第一组 恩和巴雅尔 
张克玉 

莎日娜 

李  里 

博音太 

纪委监察处    审计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心理学院      美术学院             后勤服务集团         

第二组 贾跃华 
乾达门 

刘新春 

张艳英 

张  平 

组织部        工会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音乐学院      学报编辑部           附属中学       

第三组 石晶瑜 
连  新 

赵巴特尔 

武  韬 

高国东 

统战部        学工部（学生工作处） 教育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鸿德学院 

第四组 孔令如 
王瑞昌 

汪立群 

刘在青 

王  彬 

宣传部        团委                 离退休教职工工作处    

体育学院      图书馆               附属盛乐实验学校 

第五组 莎  仁 
周绍渊 

王清霞 

李  婧 

陈  程 

发展规划处    人事处               新闻传播学院 

法政学院      工艺美术学院         信息中心 

第六组 董剑锋 
崔全山 

任建军 

张春林 

乌雅汉 

招生就业处    国际交流合作处       历史文化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资产经营公司 

第七组 克金布 
张爱民 

王丽英 

王娟娟 

赵石婷 

党政办公室    保卫处               旅游学院              

外国语学院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第八组 韩俊卿 
王海燕 

包铁龙 

沙  金 

李艳茹 

教务处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附属第二中学   

研究生院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 

第九组 王雪莹 
陈  俊 

张成梅 

刘正鼎 

乌云萨娜 

后勤管理处    经济管理学院         国有资产与校办企业管理处 

文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第十组 王晓霞 
哈斯塔娜 

董  强 

白图力古尔 

温煜坤 

科技处        财务处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蒙古学学院    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二连浩特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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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学校领导。 
                                                          

内蒙古师范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年 3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