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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管党治党
不严。局党组政治站位不高、主体责任落实不
力，没有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形势、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
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不到位，推进教育
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成效不明显；立德树
人落实有差距，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
入日常教学内容，部分中小学还存在“唯分
数、唯升学”思想；党的建设工作不扎实，基
层党组织“三会一课”落实不到位。执行上级
决策有差距，上级指示精神有的未向基层传达
落实，“四城联创”工作离创建要求还有差距，
教育扶贫工作效果不明显。全面从严治党落实
不力，主体责任意识淡薄，民主集中制贯彻不
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差，“以案促改”走
形式。二是作风建设不实。争先创优氛围不
浓，担当作为劲头不足，不注重培养和打造名
师名校名校长。落实工作搞形式，工作中存在
发文过多、照搬照抄、随发即报等现象。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存在公车私用、办公
用房超标、借出差培训转道办私事等问题。缺
乏担当不尽责，教育系统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现象依然存在。对于学前教育、安全事
故、有偿补课、无证幼儿园治理等社会关注和
群众关心的问题重视不够，治理效果不好；还
存在违规推销教辅材料、规避招投标、预支培
训费、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问题。

市总工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存在的主要问
题：一是管党治党不力。党的领导弱化，政治
意识淡薄，未按要求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政
治引领和吸纳不够，支部长期不发展党员，党
建带团建不力；党性意识差，组织2次补缴党费
后仍欠党费。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突出，长
期以行政会代替支委会；“三重一大”制度不执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履行不力；意识形
态工作落实不到位。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
生活敷衍应付；支部长期不换届；“三会一课”
制度落实不扎实；民主生活会走过场。贯彻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不力，聚焦主责主业不够，全
日制中专招生停摆，长期不开展工会干部培
训；擅自改变教学计划，违规压缩学时，落实
立德树人要求有偏差。二是纪律规矩不严。内
部管理没规矩，把培训当福利，安排不必要的
培训过多，选派人员无标准；临时人员“挑大
梁”，出纳、人事等重点岗位用人随意，监督不
力。执行财经纪律不守规矩，存在坐收坐支、
不执行政府采购、公款私借等问题。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不力，公车私用、乱发津补贴、
多领出差补助等现象依然存在。

市第一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不
实，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力。校党委对思想政
治建设认识不到位、组织纪律执行不严格、师
德师风教育不深入；长期存在重教学业务、
轻政治学习的思想；党内议事规则落实不到
位，党建活动开展少，发展党员把关不严格。
二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党内
监督乏力。党委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纪委主责
主业不聚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
发生，存在办公用房超标、培训借道、违规接
待等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财务管理混
乱。三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到位，德
育工作抓得不牢。全员德育宣传不够、氛围
不浓；对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相关制度检查
落实力度不够；教学改革步伐小，学生培养
模式传统化，没有形成从苗子选拔到教学组
织、综合素养全面拓展等系统扎实的创新机
制；教学常规管理经验化，工作前瞻性、计划
性、创新性不足；学生减负政策落实棚架。巡
察中，还发现学校存在超编超配情况，对干部
选拔任用相关制度规定把关不严、执行不到位
等问题。

市光明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政治站
位不高。校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班子合
力不足；民主管理不规范，“三重一大”制度执
行不严格，学校长期以党政联席会或行政班子
会代替党委会研究重大决策。二是思想建设浮

于表面。校党委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不深入，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不到位。三是组织
建设弱化。重业务轻党建，党员队伍建设滞
后，基层组织建设弱化，党员教育管理松散，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
度流于形式；团建工作开展不规范。四是作风
建设不过硬。“四风问题”屡禁不止，形式主义
仍然存在，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
现象突出；公文管理不规范，学习计划虚于应
付；校党委工作作风不实，对巡察组发出的立
行立改通知重视不够，整改不力，质量不高。
五是“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校党委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职责不到位；党的领导弱化，
党内监督空白，纪委监督职能缺失；执行纪律
不严格，违规违纪现象多有发生。巡察中，还
发现学校存在超编超配，执行选人用人程序不
严格，干部档案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市第十一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党委
政治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对党建工作不够重
视，贯彻执行《关于加强中小学党的建设工作
的意见》不严格；意识形态工作虚化弱化，未
按要求执行季度分析研判和年度通报制度；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执行不到位；贯彻落实
市委安排部署不力，多项活动未见实施方案；
党的建设抓而不实，“三会一课”制度落实不
好，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二是党委引领作用
不强，参与学校管理能力不足。“三重一大”制
度执行不严格；加强教学管理和提升教学质量
的办法不多，社会认可度和群众认同度不高；
师德师风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抓得不紧。
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缺
位，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重视，党委委员履
行“一岗双责”不到位；校纪委履行监督责任
不力，履职弱化虚化，执纪问责工作不扎实；
财务、工程领域监管不严，部分校园维修工程
存在管理漏洞。

市技师学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党委领
导核心作用发挥不突出。抓党建重形式轻效
果，对党建工作安排部署多，检查考核流于形
式，落实效果不好；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深
入；落实党内政治制度不力，民主生活会质
量不高，党委议事程序不规范，执行“末位表
态”“三重一大”制度不到位；落实新时代党
的职业教育方针有差距，对学院发展缺乏长远
谋划。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
力。主体责任缺位，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意
识不强，对行政职务和职责内业务看得重，
对分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讲得少”；学
院纪委纪检监察力量薄弱，履行监督责任存
在短板，主动履职意识不强；对巡察整改工
作重视不够，办理移交信访件查处不到位、
程序不规范。三是存在廉洁风险隐患。工程
建设领域监管和执行财经纪律不严；历史遗留
问题解决不到位，国有资产流失风险较大。同
时，对支撑学院发展的新校区建设项目长期推
动不力。

市外国语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不
到位。落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要求有落差，
办学定位不精准，办学特色不鲜明，外国语特
点不突出；课堂教学改革不深入，传统教学与
信息化技术手段结合应用不够；没有扎实开好
思政课，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课时不够；培养学
生动手实践能力方面有欠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有偏差，抓师德师风建设治标不治本；

管理学生重处分轻教育。二是纪律和规矩意识
不强。民主集中制、“末位表态”制度执行不严
格；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民主生活会批评与
自我批评不到位；执行组织人事制度不到位，
贯彻教学带头人和优秀党员双向培养要求不
力，示范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交流轮岗不
到位，人事档案管理不规范。三是“两个责
任”落实不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专题研究部
署少，廉政风险点排查不深入，没有结合实际
建章立制；开展“以案促改”等专项活动走形
式；对关键部门监管不力，财务制度执行不严。

市体育运动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学
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不到位。抓师德师
风建设不力，没有结合实际健全完善师德师风
建设的制度机制；学校重竞赛成绩、轻文化和
德育教育，针对体校学生特点的有效教育方法
不多，理想信念教育和德育教育欠缺。二是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有落
差。对意识形态在学校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认
识不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不到位；对巡
视巡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对市委安排部署的
重大活动开展不扎实。三是党的建设薄弱。落
实民主集中制不到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
究制度执行不严格；抓党建工作不力，组织建
设滞后；召开民主生活会不规范；理论学习流
于形式，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落实不到
位。四是“两个责任”落实不力。没有做到与
业务工作同安排、同布置、同考核；工作开展
不扎实；财务制度执行不严。五是发展缺乏长
远规划。部分传统优势项目成绩明显退步，新
开设项目未达预期目标，项目布局、资源整
合、人才培养有待加强。

市第十二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形式
主义突出，党总支政治功能弱化。党总支政治
站位不高，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到位，有

“等靠”思想，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
实文件的现象；研究决策重大议题和事项不规
范，议事决策制度抄袭、会议记录空泛；党的
组织生活制度流于形式；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落实不力。二是官僚主义突出，学校整体发展
缓慢。领导班子干事创业激情弱化，中层干部
活力不足，习惯于凭经验办事；作风不实，教
学管理问题不断；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缺乏系
统规划和措施，各学科、年级组单打独斗；创
新不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对待课堂教学模
式改革、中层干部调整等难点敏感问题，能缓
则缓，能推则推。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违
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清水衙门”思想突出，
抓党风廉政建设主动研究部署不够，班子成员
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抓分管科室党风廉
政建设缺少系统安排；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财务制度现象依然存在。

市职业技术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党
委政治站位不高，规矩意识欠缺。办学方向有
偏差，学校多年秉持以升学为主的办学理念，
偏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服务
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校企合作不充
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双元”培育模式
推进缓慢，仅与两家本地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
协议；决策不科学甚至违规决策，重大事项、
大额资金使用不经党委会、班子会研究。二是

“两个责任”落实不力，党建工作缺失。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重留痕、轻实效，流于形式；个别
党委成员“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校纪委主
责主业不突出，主动监督缺位；党建工作缺
失，未按编制设置党务工作机构，未配备专职

党务人员，党员教育流于形式，基层党组织建
设涣散，党费收缴和使用管理不规范；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弄虚作假，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滞
后。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违规违纪问题较
多。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领域失管
失控，违规违纪问题突出，廉政风险较大。

市实验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管党治
党不力。党的领导弱化，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
扎实，没有先行先试，示范引领作用不强；思
想建设不到位，2016年以来，没有对“近学许
昌、远学扬州”系列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巡察
整改走过场，仅制定文件，有的问题边改边
犯；党的建设缺失，“三会一课”制度坚持不
好，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党员领导干部双重
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到位，民主集中制坚持不
好，选人用人不规范；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落实不到位，2015年至今未制定主体责任
清单，2016年至今未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述职述廉报告存在照搬照抄和造假行为，
纪检工作形同虚设。二是作风不严不实。精品
学科抓得不实，2018年6月，全市授牌成立26
个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作为市直最大规模的初
级中学，却仅获得一个音乐学科名师工作室；
职称评定长期停滞，造成符合条件的教师大量
积压；处理师德师风问题不严肃，未经校党委
会研究，先下发处分文件，且处分文件没有与
当事人见面；评先评优过滥，起不到表扬先
进、鞭策后进的作用；重大隐患处理不力，D
级危楼长期未拆除。三是财务问题突出。存在
大额支出随意，乱发津补贴，乱发福利，报销
无关费用，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市交通技工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学校班子政治站位不高，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打折扣、搞变通，“近学许昌、
远学扬州”等系列活动均未安排部署，“四城联
创”活动支差应付；巡察整改存在文字整改现
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落实；制度规矩形同
虚设，自创“自我教育”代替纪律处分。二是
党建工作流于形式。学校班子党建统领意识不
强，党建工作不严肃，人员配备不合理，党务
常识不清楚，党员管理不严格，党员大会记录
不规范，非党干部兼职纪检工作，退休返聘职
工兼职抓党建，部分党员长期游离于组织之
外。三是办学宗旨偏差严重。学校班子不研究
国家政策，不思考长远发展，不强内功，疏于
管理，片面强调抓招生，学校发展陷入恶性循
环；“等靠要”思想严重，将发展的希望寄托在
转为财政全供事业单位或提高生均经费拨付标
准上；专业教师招不来留不住，大量使用工勤
人员上课；学生管理严重缺失，不敢严管导致
学生到课率低；个别教职工为完成招生任务弄
虚作假、借名充数，导致学生学籍注销率高。
巡察还发现交通技工学校在财务管理上存在随
意发放津贴补贴、变通列支费用、驾校车辆维
修管理混乱等问题。

市第二十三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领
导班子“四个意识”树得不牢，抓政治建设主
责意识不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不系统、不深
入，没有达到武装思想、指导工作的目的。二
是对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重要性缺乏认识，
责任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与师德师风建设融
合不够，对师生理想信念、爱国爱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实践引导存
在差距。三是党政不分，决策方式随意。不能

正确处理校长负责制与党的全面领导的关系，
用校务会、中层以上干部会、职评会等会议代
替班子会的现象普遍。“三重一大”清单不清，
多数不上会、上会不研究，存在由少数人决定
和决策的现象。四是党建工作疲软，支部生活
不规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五
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理解不深，领会不透，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不力，办学质量不高。以教师为
本、以学生为中心，潜心治校、尊师重教的氛
围不浓，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全面素质教
育要求，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不力，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不科学，教研工作水平提升不明显。六
是奖惩不严，组织激励功能弱化。教师晋级晋
档“论资排辈”，评优评先唯票数，考核奖唯考
勤，严重影响了部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市特殊教育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班
子缺乏合力，政治引领乏力。党支部 7 年未换
届，组织不健全，软弱涣散，“关键少数”不能
发挥表率作用，好人主义泛滥，本位主义严
重，圈子主义抬头，无法有效凝聚力量。二是
党建不扎实，组织生活走过场。“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落实不到位，党员发展不严肃，党员
积分定星管理、民主评议党员和意识形态工作
等没有按照要求部署落实。三是“两个责任”
不落实，党内监督异化变味。以案促改流于形
式，查摆问题不严不实，立行立改、限时整改
问题整而不改，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树得不
牢，违规违纪频发。四是党的教育方针贯彻不
到位。领导干部对教育教学工作疏于管理，师
德师风建设不到位，缺乏相应的培训制度、评
价体系和奖惩、监督机制。五是硬件设施、软
件服务不能满足特殊学生需求。

市人民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政治意
识不强。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弱化，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自觉
性不强，均衡编班配置师资、素质教育、规
范学校办学行为等要求未落实到位，领导班
子对整治乱收费等师德师风问题态度不坚
决。二是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认真。民主
集中制变形走样，存在贯彻执行“三重一大”
制度忽略“集体讨论”、“一把手”末位表态执
行不严格等问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不充
分、批评与自我批评辣味不足，未达到“红脸
出汗”效果，党员教育管理不规范，选人用人
规定执行不严。三是政治责任履行不力。“一
岗双责”未落到实处，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未专题研究部署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
展岗位风险排查工作和经常性的谈话提醒不
扎实，多项规章制度未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修订
完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
整治不力；财务规定执行不严，存在多支付出
差补助、履行政府采购手续不严格、非税收入
未上缴财政、公车维修配件及耗材与实际不
符、工会经费管理使用不规范、重复领取绩效
奖金等问题。

市道清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
政策不到位。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发挥不充
分，理论武装工作抓得不紧；均衡编班配置
师资、素质教育、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等要求
未落实到位；领导班子对整治学习资料收回扣
等师德师风问题态度不坚决。二是政治生活不
严肃。民主决策流于形式，“三重一大”制度
制定与执行脱节，存在“一把手”末位表态制
度执行不严格和讨论不充分等问题，民主生活
会征求意见不充分，批评与自我批评走过场，
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不落实，党
员教育管理宽松软，组织人事制度执行不严
格。三是履行“两个责任”不力。“两个责
任”细化分解不够，开展岗位风险排查不扎
实，多项制度未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修订完善，
谈心谈话制度流于形式，纪检工作缺乏有效的
监督方法和措施，监督执纪问责宽松软，滥发
福利津贴、涉嫌公款旅游、形式主义等问题依
然存在。

市委巡察组集中向十一届市委第九轮被巡察单位反馈巡察情况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今年6月17日至8月18日，市委8个巡察组采取“一托二”的方式，分别对市教育局、市总工会职工

中等专业学校、市第一中学、市光明中学、市第十一中学、市技师学院、市外国语中学、市体育运动学校、市第十二中学、市
职业技术学校、市实验中学、市交通技工学校、市第二十三中学、市特殊教育学校、市人民中学、市道清中学等16个单位开展
了巡察。

9月4日和9月10日，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委书记专题会先后听取了巡察情况汇报。9月19日至20日，市委8个巡察
组分别组织被巡察单位召开巡察情况反馈会，各巡察组组长向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班子反馈了巡察情况。市
委巡察办负责同志受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委托出席会议，并对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各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作
表态发言。会上，被巡察单位还对巡察组巡察工作开展情况和纪律作风进行了巡察后评估。

核
心
提
示

■逍遥三兄弟胡辣金汤（解放区太行路与新华街交叉口西北
角）店内、店外环境干净卫生，三防设施齐全规范使用。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周国超（七百间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明阳快餐店 （山阳区周庄西路中段36号） 店内环境干净

卫生，物品摆放整齐有序，三防设施齐全规范使用。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马明辉（太行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马家大爷牛肉面（解放区建设路）店内环境良好，物品摆

放整齐有序，后厨干净整洁，三防设施齐全规范使用。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张保胜（民主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唐记拉面王（山阳区建设路与东苑路十字路口东北角）店

内环境干净卫生，空气良好，物品摆放整齐有序，三防设施齐全
规范使用。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任红霞（焦东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思旭美食美客小吃店（示范区韩愈路鑫苑小区3号楼）店

内环境干净，物品摆放整齐有序，三防设施齐全规范使用。
责任单位：示范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责任人：张昊（李万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行业卫生类

红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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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单位

市公安局

市直机关

焦作师专

国有企业

示范区

修武县

解放区

马村区

博爱县

中站区

温 县

孟州市

工信学院

沁阳市

山阳区

焦作大学

武陟县

党员
总数

2359

22604

833

4518

7406

14997

14673

7717

18421

7952

19841

21204

284

26946

13530

854

29187

活跃
学员

1821

13592

6749

1859

2735

5493

4677

2410

6175

3459

6561

6952

1081

6717

3320

2236

8371

学员
总数

2293

20848

14404

4045

6498

14233

15974

8679

22591

12867

24702

26474

4387

28199

14438

9897

37734

总获得
积分

68404

448086

195866

60469

88283

186710

145723

75022

193999

121419

203013

206475

27420

200915

106272

65877

246130

注册率

97.20%

92.23%

1729.17%

89.53%

87.73%

94.90%

108.86%

112.46%

122.63%

161.80%

124.49%

124.85%

1544.71%

104.65%

106.71%

1158.89%

129.28%

当日人均
积分

29.83

21.49

13.6

14.95

13.59

13.12

9.12

8.64

8.59

9.44

8.22

7.8

6.25

7.12

7.36

6.66

6.52

参与度

79.42%

65.20%

46.86%

45.96%

42.09%

38.59%

29.28%

27.77%

27.33%

26.88%

26.56%

26.26%

24.64%

23.82%

22.99%

22.59%

22.18%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焦作市学习情况统计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市直机关学习情况通报前五名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市直机关学习情况通报后五名

1

2

3

4

5

日 期

2019-10-8

2019-10-8

2019-10-8

2019-10-8

2019-10-8

组 织

中共焦作市委宣传部机关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焦作市委编办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焦作市信访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支部委员会

任务
总数

58

17

29

34

13

活跃
学员数

59

17

27

36

13

学员
总数

59

17

27

36

13

总获
得积分

2397

675

1065

1414

496

注册率

101.72%

100.00%

93.10%

105.88%

100.00%

人均
积分

40.63

39.7

39.44

39.28

38.15

参与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

2

3

4

5

备注：按参与度排序，参与度并列时，按人均积分排序。

日 期

2019-10-8

2019-10-8

2019-10-8

2019-10-8

2019-10-8

组 织

中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委员会

中共焦作团市委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焦作中旅银行委员会

中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委员会

中共焦作市科学技术协会
机关支部委员会

任务
总数

227

11

390

356

18

活跃
学员数

146

6

412

139

9

学员
总数

305

13

990

378

27

总获得
积分

4450

151

13751

3740

265

注册率

134.36%

118.18%

253.85%

106.18%

150.00%

人均
积分

14.59

11.61

13.89

9.89

9.81

参与度

47.87%

46.15%

41.62%

36.77%

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