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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院党员之家管委会文件 
 

信息管委〔2017〕7 号 

 ★ 

 

关于公布《信息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七期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党支部： 

为切实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提高入党积极

分子的思想政治素质，充实党员队伍后备军，经校党委组织部、

院党委（总支）同意，举办信息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七期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目标 

通过比较系统地培训学习，使我院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性

质、纲领、指导思想、宗旨、任务、组织原则、纪律有一个比

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懂得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懂得党员先进

性的基本涵义和党员在工作生活中如何体现党员的先进性问

题；了解入党手续和程序；同时帮助入党积极分子进一步端正

入党动机，把要求入党的良好动机转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实际

行动，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为“中国梦”的

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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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对象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入党积极分子、未参加过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的重点发展对象。（详细名单及分组见附件 1） 

三、培训时间 

2017 年 5月 16日-2017 年 5月 31 日 

四、培训方式 

1、采取学员自学、专题讲座、小组讨论等方式。 

2、党校集中培训与各小组组织学员学习讨论和开展相关活

动相结合。 

五、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主要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中共党史、

中共党章、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纪律、党支部建设、民主评议、

三会一课 

（具体课程安排见附件 2） 

六、培训要求及考核办法 

1、参加培训班的学员，要自觉地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肃认真的态度投入学习，严格遵守

党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组织监督和检查，为树立良好

的学风和校风作表率。 

2、严格学习纪律，要求每个学员按时参加学习，不迟到，

不早退，不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要请假的书面向党校老师

提出书面请假，不得补假。（课堂考勤与纪律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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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小组组长要及时组织好小组成员参与课后讨论题，并

要附有书面发言稿以及小组讨论记录表（详见附件 4）。 

4、党课学习结束时，由党校统一组织党课知识考试。最终

成绩为 60%卷面成绩+20%考勤及课堂表现+20%小组讨论完成情

况。60 分以上为合格，可准予结业。 

5、每个学员培训结束后要填写《宁波大学党校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学员小结》。要求用黑色水笔填写、字迹清晰工整。 

七、各部门分工 

宣工委：准备 PPT 等资料，撰写通讯稿，制作优秀学员证书，

课程安排。 

组工委：汇总学员名单，准备领导及学生讲话内容，安排考

试。 

实践委：借培训班和考试场地并负责会场布置，领取教材，

结业考试监考。 

纪检委：制作考勤表，负责学员的签到点到，结业考试监考。 

办公室：确认学员分组名单，制作座位表，批改学员作业，

统计最终成绩，颁发结业证书。 

 

 

附件 1:第二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名单 

附件 2:第二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课程安排 

附件 3:关于培训班期间课堂考勤及学习纪律的说明 

附件 4:信息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小组讨论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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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学院党员之家管委会 

           2017 年 5 月 14日 

抄送：院学工办。 

 

信息学院党员之家管委会办公室     2017年 5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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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息学院分党校第二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学员名单(132 人) 

第一组 （第一学生党支部） 

Δ余钦（665217） 李义萍 胡苗苗 黄书宇 汤艳 范周 王友杰 李宇晴 杨扬 

第二组 （第一学生党支部） 

Δ张诗锦（667021）孙鑫杰 刘丽 杨文莉 雷昊文 刘鹏 陈俊烨 蒋小龙 贾刘山 

第三组（第一学生党支部） 

Δ朱增钢（633714） 管裕乐 沈凯 谢尚銮 郭纪潇 潘雅璞 张嘉瑜 朱胤杰 徐佳昀

第四组 （第一学生党支部 1 人，第二学生党支部 8 人） 

Δ曾振伟（591239） 李杭 秦斌斌 柏宝宏  钟凯 曹刘燕 苗德华 吴奇元 刘云  

第五组 （第二学生党支部） 

Δ朱银彬 （588209）何军军 裘增欢 高诗雨 李泽钰 王震 叶蒙梦 张晨 唐怡洁  

第六组 （第二学生党支部 5 人，第三学生党支部 4 人） 

Δ陈蓓（647135） 徐玎颖 金宇超 谈馨悦 赵萌 俞加平 陈锦涛 杨嘉琪 汤琦   

第七组 （第三学生党支部） 

Δ郭钱雯（651306） 曹怡雯 王坚苗 秦科 姜博文 王杰 高俊杰 李金华 胡盛言 

第八组 （第三学生党支部） 

Δ屈保义（643393） 邸振坤 张麟 王英杰 吴青青 丁铭成 颜争辉 王侠侠 郑博文  

第九组 （第三学生党支部） 

Δ周桢浩（662829） 杨昊 陈登辉 朱立民 潘灿昀 陈建威 李琦 潘凌超 许进 

第十组 （第三学生党支部 3 人，2015 级电气升本党支部 4 人，15 通信研究生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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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 人，15 电路信号研究生党支部 1 人） 

Δ狄文佳（671906） 黎诗婷 温瀛 徐亮 陈婉 张琪 林继强 徐栋 孙松 

第十一组 （2016 级电路信号研究生党支部 6 人，2016 级通信研究生党支部 3 人） 

Δ柏文敬（543211） 李桢 郁力 陶冲 邹爽爽 汪佳峰 黄其娟 李明明 邹良涛 

第十二组 （2016 级通信研究生党支部） 

Δ秦丽婷（559698） 贺旺 唐彪 代圣淦 谢敏 陈斌杰 张杰 杨振 刘强 

第十三组 （2016 级电通研究生党支部 3 人，2016 级计算机研究生党支部 4 人，2015

级计算机研究生党支部 1 人，2016 级电通研究生党支部 1 人） 

Δ黄超（698479） 文鹏 张芳燕 张凡进 陈瑜 袁明汶 向立 贾燕燕 王文博 

第十四组 （2016 级电通研究生党支部 8 人） 

Δ朱妍静（657602） 陈晓爱 张伟佳 潘宏波 田优梅 冯嘉莹 赖佩霞 谢  恒 

第十五组 （2016 级电通研究生党支部 7 人） 

Δ苏秀娥（535502） 陈朋 费延佳 贾晓蒙 富振奇 杨丹丹 尹博海  

 

 

 

备注：姓名加Δ者为各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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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课程安排 

时间 内容 主讲或组织者 地点 

5 月 16 日（周二） 

11:45-13:00 

开学典礼（1 学时） 学院分党校成员 
信息楼 5 楼报

告厅 

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 

屠春飞 

（学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信息楼 5 楼报

告厅 

5 月 17 日（周三） 

17:00-18:30 
第二讲：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赵鑫 

（学院党委秘书） 

信息楼 5 楼报

告厅 

5 月 18 日（周四） 

17:00-18:30 

第三讲：从党员视角谈党内组织生活

规范 

王冬梅 

（校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 

信息楼 5 楼报

告厅 

5 月 19 日-5 月 21 日 

分组讨论（1），讨论题：1、在新形

势下，大学生应怎样提高自身素质、

创造条件，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

中国共产党？ 

2、为什么要在全党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大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应如

何发挥？ 

3、如何正确认识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的重要性？请联系实际（学生的思想

实际、学校生活等）谈谈对大学生进

行廉政教育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学院宣讲

团 

党员之家 

各小组自定 

5 月 22 日（周一） 

17:00-18:30 
第四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 

李包庚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 

信息楼 5 楼报

告厅 

5 月 23 日（周二） 

17:00-18:00 

第五讲：支部书记上党课：优秀党员

分享会 

裴安山 

陈璐俊 

信息楼 5 楼报

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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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杨 

5 月 24 日-5 月 27 日 

 

分组讨论（），讨论题：1.共产党员

为什么要加强党性修养？共产党员

的党性修养包括哪些内容？正在争

取入党的同志要不要进行党性修

养？如何进行党性修养？ 

2.党的组织原则是什么？党的

纪律主要有哪些方面?我们如何做遵

纪守法的模范？ 

3.结合自身情况，谈一谈积极分

子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五水共

治”中去？ 

 

马克思主义学院宣讲

团 

党员之家 

 

 

各小组自定 

 

 义工活动 党员之家实践委 另通知 

 结业考试（闭卷） 党员之家 另通知 

以上情况若有变动，以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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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培训班期间课堂考勤及学习纪律的说明 

 

1.考勤及课堂表现占结业总成绩的 20%。 

2.迟到早退，扣 3 分（上课迟到早退超过 15 分钟，以旷课论），旷课

扣 10分； 

3.请假，扣 2 分，学员原则上一律不许请假，遇到特殊情况须以书面形

式请假，不得补假，病假须有医院证明，事假须由学工办赵鑫老师签字

同意； 

4.做与课堂无关的事，如用电子设备看网络视频，电子书，进行即时聊

天等，扣 5 分；屡教不改，情节严重者，责令离开教室，党内通报。 

5.由他人代为上课、点到，一经发现，党内通报批评。 

6.以下情况者，取消参加结业考试资格，培训班不予结业： 

（1）因事因病请假三次及以上或旷课二次及以上者（含小组讨论）； 

（2）做与培训无关的事情且屡教不改者； 

（3）培训班上课期间，所扣分数超过 20 分者； 

7.关于考试纪律的说明： 

（1）结业考试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有违反考场纪律的，取消其

考试资格，且不得补考或重新参加学习； 

（2）《宁波大学考场规则及违规处理办法》对本次考试具有效力，一

旦违规,党内发红头文件通报批评。 

 

 



 

 10 

附件 4: 

信息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小组讨论记录表 

第_________小组 

讨论主题  上交时间  

讨论时间  讨论地点  

参与学员      

完成情况      

参与学员      

完成情况      

备注  

 

讨论主题  上交时间  

讨论时间  讨论地点  

参与学员      

完成情况      

参与学员      

完成情况      

备注  

 

 

      说明：1.字体加粗栏，由党员之家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填写；2.请在规定时间之前上

交记录表等材料，上交时间直接影响小组学员成绩；3.请在备注栏写明学员请假、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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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党积极分子学习讨论题 

（供分组讨论参考） 

   1.结合所上课程谈谈自己对于共产党的理解 

   2.深入谈一谈自己的入党动机。 

   3.结合自身谈一谈入党积极分子如何做好“两学一做”学习 

   4.结合自身谈一谈，积极分子如何积极投身到“五水共治”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