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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教党〔2021〕36 号

关于公布宁波市教育系统

党建工作精品案例名单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党委，大榭开发区社会发展保障局、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宁波国家高新区教育文体局、

宁波杭州湾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各在甬高校党委，各直属学

校（单位）党组织：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进一步总结推广我市教

育系统党建工作优秀实践成果，2021 年 3 月下旬市教育局党

委组织开展了全市教育系统党建工作精品案例征集活动。各校

各单位认真组织、积极参与，共推荐了 174 个案例。在专家组

评审的基础上，经研究，确定宁波大学党委“健全体系提升能

力，系统推进整校建强”等 100 个案例为宁波市教育系统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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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精品案例。

希望入围学校和单位再接再厉，进一步总结推广经验做

法，不断提升本校本单位党建工作质量水平。各校各单位党组

织要认真学习借鉴入选案例的做法经验，开拓思路、创新载体、

注重实效，抓紧培育形成特色品牌，构建“一校一特色、一地

一品牌”的生动局面。

附件：宁波市教育系统党建工作精品案例名单

中共宁波市教育局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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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波市教育系统党建工作精品案例名单

第一主题（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

1.宁波大学党委：健全体系提升能力 系统推进整校建强

2.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师

党支部：推动党建“四融合” 实现业务“四发展”

3.宁波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党委：党

建引领“汽车城里的大学”治理创新

4.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立德树人视阈下中外合作高校党

建和思想政治工作“4321”模式

5.宁波诺丁汉大学理工学院党总支：“知行新说”，打造

阳明文化新高地

6.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创新“4466”党建特

色，为领航事业发展打造强劲“红色引擎”

7.宁波开放大学党委：以志愿服务擦亮党建工作品牌

8.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聚焦“四史” 跟读

甬城

9.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1+8+N”一体化推进以

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10.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党总支：打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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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驿站” 彰显党建育人成效

11.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商学院党总支：“药商跟党”

立德树人行动

12.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药学院党总支：样板引领事

业发展 党建赋能健康中国

13.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党总支：“五抓五促”，

在加强对教育的全面领导中体现党建成效

14.海曙区教育局党委：构建党建联盟，推进城乡党建一

体化发展

15.江北区教育局党委：实施“向日葵·红色教育”深化

区域红色思政内涵

16.北仑区教育局党委：让民办教育事业在党旗引领下蓬

勃发展

17.宁波市北仑区顾国和中学党支部：“和一党建”引领

现代治理 全面领导激发办学活力

18.宁波市镇安小学党支部：立足三种文化，擘画镇安育

人图谱

19.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委：突显党委核心地位 践

行立德树人使命

20.浙江省慈溪中学党委：心怀责任，敢于担当，扎实推

进学校党建工作

21.余姚市实验学校党委：抓特色品牌建设促进基层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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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2.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在深度融合中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

23.宁海县西店镇望海小学党支部：红心扬帆助航海 百舸

争流勇当先

24.鄞州区东钱湖镇中心小学党支部：红领巾心向党 作表

率书芳华

25.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党支部：党建促学校跨越发

展

第二主题（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1.宁波大学机关党委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党支部：多做百

分之五改进工作作风

2.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文化学院

党委：以“双校双引”模式强化政治引领

3.宁波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构建“党建+”工

作模式 助力创新型人才培养

4.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流动的党课

5.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工第一支部：“和

合”育人

6.浙江万里学院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党委：党建引领众创

空间 全面服务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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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学术引领

实践创新，打造引领型研究生党支部

8.宁波财经学院金融与信息学院党委：党员业绩排行榜

9.宁波财经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党委：“领头雁”引领

的“一体两翼”党建模式

10.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党总支：紧抓“五+X”

基层组织模式，擦亮志愿服务党建品牌

11.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党总支：让一个人，带动一

群人，唤醒一代人

12.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学达小学党支部：“最少做一次﹒

红色联盟”，激发学校党建新活力

13.邱隘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一点三线四面”立体化主

题党日探索与实践

14.宁波市鄞州实验中学党总支：青年党员先锋引领 微心

愿为思政助力发展

15.宁波市四眼碶小学党总支部：“心中四有”话强音 “党

员辩坛”展风采

16.奉化区居敬小学党支部：依托“互联网+”，打造“智

慧党建共同体”

17.奉化区实验小学党支部：“五措并举”育清廉

18.奉化区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红色引领偏远山区学校

“教学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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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慈溪市慈吉教育集团党委：健全党建组织体系 保障教

育优质发展

20.慈溪市崇寿镇中心小学党支部：党建引领显风采 崇先

筑梦写春秋

21.余姚市梦麟中学党总支：以党建固育人根本 用信念绘

青春底色

22.宁海县高级职业技术中心学校党总支：“宁心聚力”

促帮扶 结对共建促发展

23.象山县丹城第五小学党支部：共建网络家风馆打造德

正学子

24.杭州湾新区庵东镇中心小学党支部：规范中提升，实

干中出彩——以党建引领教育发展

25.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党总支：党建引领推“融合”

多元融合促“三生”

第三主题（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1.宁波大学党委：“五个一”机制压实党管人才责任

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本科生党支部：微型党

课立体呈现 铸魂育人多维实现

3.宁波大学机关党委师生服务中心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

协同共治 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

4.宁波大学阳明学院党总支：探索学分制教育模式 提升



— 8 —

党团员培养质量

5.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三领工程筑起硬核防线

抗疫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6.宁波工程学院资产有限公司党总支：政府、高校、企业

党建工作新模式构建企业党员温馨家园

7.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风华讲师团”

唱响主旋律

8.宁波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材料系教工党支部：

党建引领方向，打造“党建+”模式

9.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委：党建引

领智慧服务

10.浙江万里学院基础学院党委：深扎信仰之根 传承红色

血脉

11.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党委：红色三步走：引领·锤

炼·成长——青马理论实践宣讲团

12.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教工一支部：先锋引领，

党建业务齐发展

13.宁波开放大学总务处党支部：做好后勤保障 力促学校

发展

14.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直属党支部：“党建+专

业”：促育人助共建创品牌

15.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党总支：搭建三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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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6.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党总支：

阳明列车传史声 红色之旅践初心

17.慈溪市实验幼儿园党支部：IN·爱玫瑰实幼先锋

18.慈溪阳光实验学校党总支：党建引领，群团互动，共

筑阳光梦

19.慈溪市城区中心小学党总支：“悦先锋”抓党建 “悦

成长”促教育

20.余姚市低塘初级中学党支部：红心照亮成长路

21.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党支部：创建“实+”先锋品牌 打

造实美教师团队

22.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金桥校区党支部：争做筑

“桥”先锋 勇创精“桥”课程

23.象山县实验小学党总支：“三真”教师，铸就强大力

量

24.象山县技工学校党总支：党员先锋先行引领 助力社会

复工复产

25.宁波经贸学校党委：菁茂党建，让校园生活更美好

第四主题（推动党建工作、教育教学互融互促）

1.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委：党建学科双促双进 红色赋能

“一流”建设



— 10 —

2.宁波大学党委：以“精准思维”构建“全链条式”党员

发展工作闭环

3.宁波大学商学院党委：党建共建“1+n” 画好育人“同

心圆”

4.宁波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信集电硕本联合党支

部：加强硕本联动融合 点燃科技报国梦想

5.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党支部：拓展支部政治功能对

外讲好中国故事

6.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学生第四党支部：初心使

命记心间 非遗文化续传承

7.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传媒教工党支部：行走

的新闻

8.宁波财经学院基础学院党委：党建引领 厚生育人

9.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贤江艺术与体育学院党总

支：行走的“课程思政”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10.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构建校地党

建共同体 推进一体化协同育人

11.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艺术与设计学院党

委：“红色舞台”绽放青春芳华

12.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服务与管理学院党总支：

手“剪”承非遗 “三心”育新人

13.海曙区鄞江镇中心小学党支部：同频共振 双融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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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党支部：四创一体，同心筑梦，

全力推进党教融合

15.海曙区海曙中心小学党支部：致知力行 砥砺前行

16.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党支部：凝党支部团队力量 做新

时代教改先锋

17.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党支部：追寻教育初心 提升育人

功能

18.北仑区淮河小学党支部：四则工作法，为教育注入红

色引擎

19.浙江省余姚中学党委：点亮心灯 成就大我

20.余姚市泗门镇中心小学党支部：教研共生互融互促争

做“诚意先锋”

21.宁海县中心幼儿园党支部：三级红色联动 钉深链实教

研

22.大榭中学党支部：发扬革命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23.宁波市第四中学党委：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旅行课程，

全面推进立德树人

24.宁波市五乡中学党总支：馆校合作创特色 红色教育在

路上

25.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党委：《匠声汇》：党建“红心”

引领育人“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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