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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公布31所中管高校党委巡视反馈情况
根据党中央部署，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
向 31 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工作近日完成。中
央巡视组反馈的主要问题包括：
南京大学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不够全面深入，政治站位不
够高，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内涵式发展有差
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存在薄弱环节，思
想政治课建设质量不高，结合学科特点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意识不够强；落实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到位，院 （系） 党委政治功
能发挥不够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
够到位，阵地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全面从严治
党“两个责任”落实不够有力，压力传导不到
位，基建工程、资产管理等非主业领域存在廉
洁风险，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不到位；
领导班子建设有不足，选人用人导向不够鲜
明，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不够到位，基层党建工
作基础仍然薄弱；抓巡视整改的韧劲不够，有
的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
东南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
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有短板，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落实机制不够健全，对学生的思想
引领、价值观塑造重视不够，学科、教材体系
建设存在弱项，突出学科优势服务国家战略的
使命感责任感不够强；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不够规范，院 （系） 党组织发挥保障监
督作用不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到
位，阵地建设和管理不够严格；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有差距，压力传导层层递
减，对国有资产管理、基建工程等重点领域监
督管理不够有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时有发生；领导班子建设有短板，选人用人导
向不够鲜明，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
节，抓基层党建工作不够到位；落实整改主体
责任有差距，部分问题整改不到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用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对中国科大重要指示、
贺信精神指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抓得
不够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还有差距，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不足，思政课质量不够高，
教材建设有欠缺，以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不够到位；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
不足，党委督促指导院 （系） 党组织发挥政治
功能不够到位；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不够有
力，阵地管理存在漏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附属医院、异地办学机
构等存在廉洁风险；领导班子建设存在不足，
选人用人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有薄弱环节，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有差距；落实整改责任不到
位，真抓实改用力不足。
浙江大学党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浙大重要指示精神不够到
位，聚焦立德树人主责主业不够，学科、专
业、教材建设存在不足，思政课作用发挥不够
充分，师德师风问题比较突出,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主动担当不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不够到位，二级单位党组织发挥作用不
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存在薄弱环节，
阵地管理不到位；落实“两个责任”从严管党
治校不够有力，基建、附属医院和异地研究机
构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整治“四风”方面问
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够彻底；领导
班子自身建设有不足，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
层党建工作存在弱项，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不
够；中央巡视发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够到位。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四有”好老师
要求不够到位，坚守师范院校办学初心不够
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差距；落实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到位，学部院系党组
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内部管理有待加强；抓
意识形态工作的举措还不够有力；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合作办学、校
办企业、基建后勤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
廉洁风险，作风建设不够扎实；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有不足，领导班子建设存在短
板，抓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还不够有
力；落实巡视整改要求有差距，有的问题整改
不够到位。
复旦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复旦大学重要指示批
示、回信精神不够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存在薄弱环节，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不
够，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有差距，教材建
设规划不够，服务国家战略不够主动；执行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差距，制度机制不健
全，党委抓大事、谋大事不够；防范意识形态
风险不够有力，阵地管理不够严格；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坚持严的主
基调不够，附属医院、校办企业等领域存在廉
洁风险，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够有
力；领导班子建设有不足，有的岗位干部储备
不足，人才培养不够，对基层党建工作指导不
够到位；对巡视整改工作重视不够，推动整改
不彻底。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把政治建设贯穿办学治
校全过程各方面不够到位，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红色血脉不够，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有
不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差距，思政课
和课程思政质量不够高，推动改革力度不够，
存在偏离主责主业问题，服务国家战略、履行
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不足；落实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有欠缺，工作制度机制不够健
全；履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不够到位，阵
地管理和风险防范存在薄弱环节；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到位，管党治校不够严
格，校办企业、招标采购等领域存在廉洁风
险；领导班子建设存在不足，干部人才队伍建
设存在短板，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有不足；落

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有差距，整改不够彻底。
同济大学党委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
不够到位，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有差距，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存在薄弱环节，思政课
和课程思政质量不够高，加强学科、课程、教
学等体系建设不够，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
不够强；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不
足，工作机制不健全，指导院 （系） 党组织发
挥作用不够；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有薄
弱环节，落实阵地管理制度不够严格；全面从
严治党意识不够强，落实“两个责任”不够到
位，设备采购、附属医院等领域存在廉洁风
险；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存在不足，统筹谋划干
部队伍建设不够，人才培育有欠缺，基层党建
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推动巡视等监督发现问题
整改不到位。
中山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够到位，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存在薄弱环节，思政课建设还有不
足，教材建设不够有力，“五育并举”仍有差
距，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不够，服务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不够有力；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不够到位，议事决策机制不够健全，院
（系） 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存在薄弱环节，阵地管理尚有漏
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
位，从严管党治校存在短板，附属医院、非学
历教育、后勤管理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到位，选人用人
和人才队伍建设还有短板，基层党建相对薄
弱；对巡视、审计整改抓常抓长不够。
厦门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不够深入，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有差距，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不够到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不
足，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教材
体系建设有欠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有差距，决策程序不够明晰，二级学院党组
织发挥作用有欠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不够有力，阵地管理尚有漏洞；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基建、采购等领
域存在廉洁风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
同程度地存在；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还有短板，
干部选拔程序不够规范，基层党建工作存在薄
弱环节；整改责任压得不够实，个别问题整改
不彻底。
北京大学党委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带头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有不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有差距，思想政治工作不够到位，师德师风
建设有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需
加大力度；服务国家战略不够到位，协同创新
和合力攻关不够；一些重要改革任务推进较
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到位，
运行机制还不够顺畅，院系党组织作用发挥不
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扎实，阵
地管理不够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不够到位，压力传导有欠缺，校办企业、
附属医院等重点领域廉洁风险较大，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存在；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有差距，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有待加
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短
板；落实巡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等整改不够彻底，发挥整改“标
杆”作用有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大学
提出的坚持“独树一帜”的要求不够到位，建
设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措施不够
有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短板，聚焦主
责主业教书育人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薄弱
环节，师德师风建设还需加大力度；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存在差距，学科体系、教材体系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不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有差距，学院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不
到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扎实，阵
地建设和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党委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资产后勤、物
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防控不到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仍然存在；领导班子建设仍有不足，统筹谋划
干部队伍建设不够，基层党建工作较薄弱；对
巡视发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不够到位。
四川大学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高等教
育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对立足西部建设
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的规律研究不深；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差距，思想政治工作不够
到位，师德师风建设不够扎实，加强学科建设
不够有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差距，服
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够主动；落实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薄弱环节，工作机
制落实不到位，院 （系） 党组织政治功能作用
发挥不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差距，
阵地建设和风险防控不够到位；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压力传导不到
底，财务管理、基建后勤、招标采购等领域廉
洁风险较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有表现；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领导班子建
设有短板，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薄
弱环节；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有差距，有
的问题尚未整改到位。
重庆大学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高等教
育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履行职责使
命有差距，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不够明
显；思想政治教育有短板，校风学风和师德师
风建设不够扎实，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滞
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有
一定差距，推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执行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差距，党委与行政议事
决策边界不够清晰，党委议决事项有的执行不

到位，院 （系） 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到位；意
山东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有差距，阵地管理存在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漏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扎
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还有差距，学深悟透、
实，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够，基建后勤、科研经
学以致用还有不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费管理使用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落实新时代
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够到位，统筹
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到位，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有
推进校区协同发展不够有力，思政课和课程
欠缺，干部选拔任用不够规范，人才队伍建设
思政建设有不足，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
存在短板，基层党建工作薄弱；巡视“后半篇
发展能力还不够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文章”抓得不实，有的问题边改边犯。
负责制还有差距，议事决策和协调运行机制不
武汉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够完善，二级单位党组织发挥作用不够充分；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不够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还有短板，阵地建设
本任务有差距，校风学风建设存在不足；服务
和管理存在漏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使命感不强，重点学科为经
任”不够到位，合作办学、附属医院、校属机
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不足；执行党委领导
构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形式主义、官僚
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严格，院系党组织作用发
主义问题仍然存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挥不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差距，
路线不够到位，领导班子建设还有不足，干部
阵地建设存在薄弱环节，风险防控机制不健
人才队伍建设和选人用人还有差距，落实党建
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扎
工作责任制有薄弱环节；对中央巡视、审计
实，责任压力传导不到位，基建工程、资金管
等指出的问题整改不够到位。
理、校办企业等重点领域廉洁风险较高，整治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不够有力；贯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不够深
入，学校发展定位不够清晰，推动学校内涵式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领导班子自
发展还有差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够到
身建设存在短板，选人用人导向不够鲜明，人
位，思政课和课程思政建设有不足，助力新时
才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较薄
代东北全面振兴举措不够有力；落实党委领导
弱；对上次巡视发现问题整改落实不到位。
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到位，工作机制不完善，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学部 （院） 党委发挥政治功能不够有力；落实
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不够系统深入，政治建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存在薄弱环节，防范应对
设贯穿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全过程不够到位，
风险能力还不够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立德树人抓得不够实，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有欠
责任”不够到位，从严管党治校不够有力，坚
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服务科技强国
持严的主基调不够，基建工程、资产管理、科
战略的使命担当意识还不够强；贯彻落实党委
研经费使用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整治“四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待加强，指导院系党委
风”不够有力；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发挥政治功能不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不够到位，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有不足，干部人
不够扎实，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完善；履行全面
才队伍建设还有差距，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够到位，纪委开展政治监
节；对巡视、审计指出问题与“不忘初心、牢
督、日常监督有短板，层层传导责任压力不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一体整改不够。
够，校办企业、招投标、基建管理等重点领域
中南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存在廉洁风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有
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中南大学重要指示
发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短板，
精神不够深入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还
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存在不足，执行干部人才政
有差距，思政课和课程思政质量不够高，师德
策不够严格，基层党建较为薄弱；对上次巡视
师风建设存在短板，服务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反馈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主动性不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差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有差距。
距；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到位，党
清华大学党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委与行政议事决策机制不够完善，院 （系） 党
工作和对清华大学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
还不够深入，发挥“旗帜”“标杆”作用仍有
实不够到位，阵地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全面从
差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存在薄弱环节，
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附属医院、
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还有不足；加强基础研
后勤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形
究的前瞻性布局还不够到位，服务国家重大战
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存在；贯彻落实新时代
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差距；落实党委领
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领导班子自身建设不够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有弱项，执行议事决策制
有力，选人用人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差
度仍有不足，部分院系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不
距，基层党建工作不够扎实；落实整改责任不
够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差距，阵
够有力，
“后半篇文章”做得不实。
地管理和风险防范不够有力；履行全面从严治
兰州大学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两个责任”存在薄弱环节，校办企业、附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扎
属医院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持之以恒抓
实，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不够足，解决制约学校
作风建设不够有力；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还有不
足，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 改革发展瓶颈问题缺乏有力举措；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还有差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针对
层层压实整改责任还不到底，一些问题整改成
效不够明显。
性和实效性不强，师德师风建设存在薄弱环
节，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和“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不够扎实，
够有力；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差
距，党委与行政议事边界不清晰，学院党组织
贯彻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不够深
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差距，德智体美
政治功能发挥不够有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压
得不实，政治敏锐性不够强，阵地管理存在短
劳培养体系不够完善；研究组织原创性、引领
性科技攻关工作不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到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纠治不彻底，附属
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有短板，议事决策制度不够健全，院系党
医院、后勤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组织发挥政治功能不到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不到位，阵地建设和管理存在漏洞，防
不够有力，谋划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力度不足，
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推动巡视、审计和
范风险有短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有差距，校办企业、后勤管理等重点领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
改不到位。
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不够健全，作风建设不够扎
实，推动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不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政治建设、教育工作、科技强军等重要论
够有力；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对
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统筹谋划不足，基层党建
述不够系统深入，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够强；落实立德树
工作存在短板；持续深化整改韧劲不足，一些
问题整改不到位。
人根本任务有短板，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到位；
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存在不足；
南开大学党委坚持党的领导不到位，学懂
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有落差，落实立德树人
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到位，院
（系） 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对意识形态工
根本任务有欠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
释和宣传教育不深入，教育综合改革推进慢，
作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到位，阵地管理存在薄弱
环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扎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突出；落实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充分，议事决策机制有待完
实，从严管党治校还有差距，班子成员履行
善，内部治理效能不高，部分院系党政关系不 “一岗双责”不够到位，科研经费管理、校办
够协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不足，阵
企业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地建设和管理存在隐患，风险防控有弱项；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对后
问题仍有发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够到位，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还有薄弱环节，
勤基建、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岗位权力运行监
督制约不到位，“四风”问题依然存在；落实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有短板；对巡视、审计发现
问题整改不彻底。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扎实，领导班子凝聚力
战斗力不够强，选人用人工作有短板，抓基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高等教育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服
党建工作不到位；落实整改“标杆”要求有差
距，长效机制不够健全。
务国防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巩固航空航天领
天津大学党委坚持党的领导不够到位，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差距，思想引领和价
（上接第一版）
值塑造能力有待提升，推进学校综合改革不够
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把巡视整改作
有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不够主动；落实党委
为管党治校的有力抓手，党委 （党组） 书记要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深入，党委与行政议
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
事决策边界不够清晰，院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发
责”，以上率下，坚持从本级、本人改起，坚
挥不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扎
持全面整改、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制约高
实，阵地建设管理有短板，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通过抓重点问
较弱；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
题整改带动全面整改，推动解决一批制约高质
力，压力传导不到位，以案促改效果不明显，
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促进查处一批违规违纪典
校地合作、招标采购、校办产业等重点领域廉
型案件，制定完善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确保
洁风险较大，“四风”问题仍然存在；落实新
取得整改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党史学习教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严实，班子整体功能有
育、制定实施“十四五”规划、深化教育改革
待增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有
等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抓好整改落实，建立长
短板；落实整改责任不够主动，长效机制不完
效机制，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
善。
实际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域优势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够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够有力，思政课与课程
思政建设不到位，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
不够；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不够，国家队作
用发挥有差距；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不够到位，发挥院 （系） 党组织作用不充分；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严格，阵地管理
存在薄弱环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不够有力，管党治校不够严格，校办企业
存在风险隐患，作风建设不够扎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一定程度存在；贯彻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不够到位，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人才
队伍建设不够有力；对巡视整改责任压得不
实。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教育方针不够深
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还不够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实效仍
有欠缺，服务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成效
不够明显；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
到位，二级学院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还有差距，阵地建设管
理存在薄弱环节，防范处置风险不够有力；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非主
业领域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不够健全，作风建设
持续用力不够；领导班子建设存在不足，人才
队伍建设和管理有短板，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不够到位；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不
够彻底。
西北工业大学党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不够扎实，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不够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还有差距，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发展不够深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存
在不足；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仍有欠
缺，议事决策机制不够规范，学院党组织作用
发挥不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严
格，阵地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风险防范应对机
制不够健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不够到位，防控重点领域廉洁风险不够严密，
整治“四风”不够彻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建设有不足，人才队伍建设还有短板，落实党
建工作责任制仍有差距；巡视等监督发现问题
整改不够到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涉农高校回
信精神不够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存在不足，思想政治工作
不够扎实，聚焦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
战略需求有欠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还有短板，议事决策机制不够健全，二级单
位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不够到位，阵地建设管理和风险防范
存在薄弱环节；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压得不够实，整治“四风”不够彻底；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有不足，人才队伍建设
着力不够，抓基层党建工作不够有力；巡视等
发现问题整改不够彻底。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贺信精神不够系统
深入，发挥航天强校作用不够，服务新时代东
北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到
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存在薄弱环节，课
程思政、思政课程的协调和创新不够；落实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欠缺，推动院 （系）
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不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
薄弱环节，阵地建设和管理不够严格；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到位，层层传导责
任压力不够，校办企业、后勤管理等领域存在
廉洁风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
在；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还有短板，统筹推进干
部人才队伍建设不够有力，抓基层党建工作不
够实；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不够有力。
吉林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够深入，结合实际谋划
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战略不够到位；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存在短板，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有效衔接、形成合力不够，师德师风建设有薄弱
环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攻克技术难关的能力
不够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
成效不够突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有不足，院（系）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不够；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欠缺，阵地建设、管理不
够有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
位，从严管党治校不够有力，压力传导层层递
减，合作办学、基建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领导班子自身建
设还有差距，选人用人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存
在短板，抓基层党建工作不够到位；对巡视等发
现问题整改不够扎实。
同时，巡视组在各单位均收到反映一些领
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反馈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加强贯通融合，
增强整改监督工作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
整改日常监督，
盯住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
盯住
巡视反馈的重点问题，
分类处置问题线索，
主动
监督、靠前监督、精准监督。
对整改不力、敷衍应
付、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组织部门要把
解决巡视发现的问题与加强高校班子队伍建设
结合起来，
与干部考核评价使用结合起来，
加强
对高校选人用人、党建工作的调研指导，
完善管
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教育部等职能部门要结合
职责统筹督促整改，
加强教育改革顶层设计，
综
合用好巡视成果，
促进深化标本兼治。
据了解，中央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
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