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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t insisted on combining thought and 
system in building the Part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by system is to rule the party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lso rel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trend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rule 
of the party,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explore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ystem of party building 
responsibility.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e concrete measures of optimiz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party build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given. These measures also have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other par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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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基层党建责任体系的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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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 中国 

摘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主题，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坚

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制度治党就是要按照法律法规治党，而制度的落实还需

要依靠党建责任体系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当前一段时间我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趋势，结合科

研院所党组织的自身特点，探讨了目前党建责任体系存在的若干挑战。针对这些难题，给出

了优化科研院所党建责任体系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党建责任体系的优化也有一定的

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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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从习近平总书记 2012 年 11 月在党的十八大中外记者见面会提到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到

2014 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的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

[1]。从 2015 年 3 月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书记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

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再到从严治党的“十

八警句”[2]。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

并且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项伟大工程，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将从严治

党理论推向了新高度，反映了当前对广大党员同志严格要求的大势所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主题，并审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即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定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制度治党要求依法依规治党，

然而制度更好的贯彻落实则需要党建责任体系的构建、优化和完善，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

明确责任。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要

负主体责任，纪委要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此外，从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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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也同样反映出，我党要把从严治党要作为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来抓。可见，在新时期、

新的形势下，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党建责任体系优化对推进从严治党、构建新型国家治理体

系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2. 全面从严治党是大势所趋 

2.1.全面从严治是历史的选择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致强调，如果不坚持从严治党，党员、干部很容易经不起考验，以权

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破坏党群关系，败坏党的声誉。如果容忍党内腐败，势必使整

个党蜕变和衰败。为了使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经得起执政和改革

开放的考验，保持党的先进性，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必须

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 

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从严治党”的提法是始于 1985 年，是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

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

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 

此后，在党的十三大至十八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3]其中，

党的十五大对从严治党提出五方面具体要求。党的十八大还提出全面加强党建的八项重要任

务，并特别针对政治纪律松懈、政令不畅等情况，提出要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

统一。[4] 

2.2.全面从严治党新高度 

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建的鲜明主题和特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度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理论水平上也有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从

严治党的十八警句，从六个方面非常生动、形象的把从严治党这个要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也更便于实施和落实。 

2017 年 7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全党要坚

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搞得更科学、

更严密和有效。 

至此，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高度。 

2.3.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式 

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及“标准决定质量”的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国

家标准委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及党建责任体系优化，2016 年，国

家标准委党组秉承了标准化协调、规范、高效的原理，发挥标准化简便易行、可持续改进的

优势，利用其可复制、可推广的特性，结合机关党建实际，组织编制并发布了《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机关全面从严治党标准体系》[5]（P1-4），对党组工作、机关党委工作、机关纪

委工作、党支部工作、党员管理、机关党建考核从标准化的角度进行了规范，受到中央国家

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李智勇同志的充分肯定。创新性的利用标准化的手段和思路对党建、党

管、考核等工作进行了规范，这体现了当前对从严治党、构建新型党建责任体系方式的创新

与开拓。 

综上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大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顺应需求，开展

地如火如荼。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挑战。 

3. 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挑战 

目前，我院紧紧围绕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严治院的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工作基础，

突出监督重点，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已经构建出一条较为完备的、适合科研院所党

组织管理和发展的党建责任体系。然而，据调研，大多数科研院所虽然也大都建立了一套党

建责任管理制度及管理规定，但是由于信息化、科学化、理论创新、标准化应用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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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党建责任体系在一些科研机构中还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的地方。现阶段，基层科研

院所党建工作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3.1.责任体系理解难到位 

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党建科学化、理论创新、技术融合等的快速发展，标准化应用领域也不

断拓展的背景下，党建责任体系相关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党建责任体系

理论也不断发展和完善，如何紧跟步伐，掌握最新理论是一个挑战。由于受市场化大环境的

影响，又考虑到员工现实较大的生活压力，基层科研院所为了留住人才、加快发展，不得不

争取更多科研项目与合作，基层党员同志主动学习最新理论政策的积极性不够，加之繁重的

科研任务压力，常常没有更多精力参与党建责任体系相关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的学习、

研究和应用。在新形势下，基层科研院所党员同志往往很难对新型党建责任体系理解非常深

刻。 

3.2.责任体系更新不及时 

基层科研院所由于受其职能定位的影响，一般通过项目追踪、细化清单、规范流程、纪检监

察等方面，进行层层把关，初步构建起基层科研院所党建责任体系，切实推动了党建工作责

任在基层的落地生根。然而通过调研，发现党建机构在科研院所不受重视，党建活动受到经

费及反腐大环境的限制和影响，畏手畏脚、活动形式单一、党员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现象

普遍存在。归根到底，这些是由于基层党建责任体系过于陈旧、更新不及时、责任体系不完

善，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不畅通造成的，致使党建活动组织不力、缺乏创新和活力。 

3.3.责任还需进一步明确 

“工匠精神”最近被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采用。“工匠精神”其实自古就有典型案例。儒

家经典《礼记》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此外，

陕西兵马俑坑出土的上万件青铜兵器中，每一件兵器上都刻有各级管理者和制作者的姓名，

且兵器工艺的精准度误差仅为 0.8 至 0.02 毫米。中国古代工匠实名制除在产品上要刻上工匠

名字外，还曾专门设置了负责质量管理的官员职位，以便随时监管产品质量。[6]可见，中国

自古就有明确的责任制。然而当前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基层科研院所还存在“各人自扫门

前雪”的现象，怕担责任。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整体，有的机构缺乏团队意识和整体意识，工

作推诿现象还存在，对于边缘性问题，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到的问题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4. 基层党建责任体系优化措施 

针对基层科研院所在全面从严治党环境下，党建责任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些挑战和需要完善的

地方，结合科研院所自身特点及实践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有利于科研院所党建责任体系

优化的建议措施。 

4.1.促进融合，明确责任 

基层科研院所离不开科研任务的完成，在保障科研任务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党员团队意识、

责任意识。我们可以将党建责任体系与科研责任相结合，同时，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技术攻关

能力强、能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将党建责任工作的落实与科研院所业务工作深度结合，

明确责任，以使各党支部能够主动地、自觉地融合并落实基层党建责任体系构建的要求。从

科研任务的分解到具体落实，各党支部能全程参与，并且充分发挥保障职能作用，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真正实现以科研促党建，以党建保科研。例如，我院为了落实从严治党、加强责

任体系的建设要求，印发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委关于开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履行

党风廉洁建设责任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中标院党发〔2017〕30 号），要求全院进行自查。

编制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风廉洁建设责任清单表》，将责任进行了明确。 

4.2.加大扶持，鼓励创新 

增加经费投入，共同健全和优化党建责任体系，从而明确落实责任。可以设立相应奖金、奖

项激励机制，在科研院所充分发挥群策群力，集聚群众智慧，鼓励党建方式、方法和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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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共谋党群建设。例如我院结合科研院所的特点，提出了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相结合的

监督新思路，及时发现科研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起到了较好的内部监督和督导的作用。 

4.3.修订制度，适应发展 

借鉴我国古代优秀传统，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责任，随着时代发展，也要及时对制度、管理规

定不断更新完善。国家标准委拓展标准应用领域，创新性地将标准应用到党建工作上来。我

们也可以参照对标准进行修订的模式，对党建制度、管理体系定期组织复审、修订，不断健

全和优化研究院所业务管理责任体系，这也是对党建责任体系的一种优化。 

5. 结语 

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科学发展、落地实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花大

气力来抓的大问题，在这个大形势下，科研院所党组织应该结合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及时优化完善其党建责任体系，使其党建责任体系向着科学化、实用化方向

不断迈进，应该为做好支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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