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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袁既是党建工作的宗旨要求袁也是业务发展的基本路径遥 党建与业务的融合是当今国
情党情下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保证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之路遥 现实医学科研单位中党建与
业务野两张皮冶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袁严重制约影响事业高质量的发展遥 党中央高度重视袁多次发文作出明确指
示袁给予党建与业务的融合指明了方向袁提供了基本遵循遥 基于此袁为了做好党建高质量引领事业发展袁党建更好
地促进事业高质量发展袁本文从强化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思想认识尧学习交流尧制度建设尧队伍建设尧监督保障等
五个方面出发袁探究医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可行性路径袁将两者的融合往实里走尧往深里走尧往心里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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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work is not only the purpose and requirement of party build鄄

ing work,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is the guaran鄄
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under the current national and party conditions, and is the necessary
pat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reality, the phenomenon of "two
skins" between 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in med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exists to varying degrees, which severe鄄

ly restric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has issued clear instructions on many occasions,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and providing basic follow-up.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high-quality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nd to bett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work, learning exchanges,
system building, team building, supervision and guarantee,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鄄
ing and business in med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and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to the real, deep, and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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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建与业务工作结合的现实状况
围绕中心尧建设队伍尧服务群众袁推动党建和业务
深度融合袁是机关党建工作的精准定位和灵魂所在袁是

职能要从实质层面上落地袁就必须有可靠的抓手袁特
别是要有野行政权力依托冶型的抓手[2]遥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野同频共振冶是全面从严

开展机关党建工作的根本路径和基本遵循遥 2020 年

治党的重要渠道与方式袁对于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张皮冶问题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

结合点袁使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野同频共振冶袁这是新

融合的意见曳袁为医学科研单位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

点[4]遥 基于医学科研单位现实的实践与研究袁党建与业

10 月 16 日袁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印发叶关于破解野两

融合指明了方向袁规划了路径遥 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
之间密切相连袁党建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袁决定着
业务工作的政治方向袁为业务工作提供思想和组织保
证曰业务工作是检验党建工作效果的重要方式袁也是

开展党建工作的最终目的[1]遥 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

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3]遥 如何找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
时代党建工作者及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焦
务野两张皮冶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袁不仅制约党建工
作的开展袁有损于党在人民中的形象袁影响党员干部
的成长成才袁更不利于业务工作持续尧高质量尧长远的
发展遥 党建的政治引领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的必要坚强保证袁医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工作的紧

负责人完成任务袁改进工作袁对党员教育尧管理尧监督袁

密结合尧深度融合是党保持自己性质的自我完善的一

是党章的明确要求遥 从工具理性上讲袁机关党组织的

个过程袁也是党的新征程路的时代呼唤袁更是事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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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持续强化

2019 年 2 月袁中共中央印发叶关于加强和改进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曳 袁成为推动中央和国
[5]

家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6]遥 解决党建和

途径袁认知理解是融合的最基本的前提遥 关于党建与
业务工作融合的学习交流袁结合时代背景袁建议需要
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强化袁一是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文章精神的核心要义袁深化对习

业务的融合袁不是简单的相互交叉袁更不是粗糙的相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袁坚

互叠加袁需要深刻理解医学科研单位党建工作的精神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要义袁科学把握业务工作的主要特点袁找准两者的结

精神上来袁统一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决

合的关键节点袁从结合点精准发力实现党建和业务在

策部署上来遥 二是袁加强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基础

融合中相互促进遥 结合理论学习和具体实践袁加强医

上精髓要义的把握袁从整体上读懂吃透袁从系统上系

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统把握袁切实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活力袁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学习袁不断加深理解认识袁

思想逻辑架构和相互关系袁避免浅表化尧碎片化现象遥

提高党持续做到五个方面的强化袁将两者的融合继续

三是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袁自觉用科学理论武

往深里走尧往实里走尧往心里走袁具体五个强化如下遥

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遥 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2.1 强化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思想认识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深入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思想上高度的认同袁是行动上坚决执行的必要条

关于具体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袁真正把握蕴含其中的

件遥 医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工作在实际中发生的脱

思想方法尧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袁学深悟透袁转化为推

节现象袁从根本上是来自思想认识没有达到统一袁对于

动具体工作的科学思维和思路方法遥 充分发挥领学促

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价值没有清晰的认同袁也源于

学作用袁结合党建要求袁着力研究事业发展所需和开

对于党建工作定位缺乏基本的认知袁对于业务工作的

展党建所遇的现实问题遥 四是袁着眼长远袁需要与时俱

高质量发展缺乏大局观的认识遥 积极破解基层党建发

进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袁加强党建与业务工作间的交

展难题袁首要的是思想认知到位尧理念秉持到位 遥
[7]

领导干部应树立心怀野国之大者冶袁练就过硬本领袁

奋力担当作为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尧战略眼光尧专业水
平袁立足新发展阶段尧贯彻新发展理念尧构建新发展格

流与合作袁增进彼此工作的认同和了解袁为深度融合
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2.3 强化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制度建设

野经国序民袁正其制度冶袁制度是规矩的根本保障遥

局袁发挥野关键少数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制度的全局性尧稳定性尧长期性袁需要深入地学尧系统

新征程中的关键作用遥 从某种层面袁再次透露了党建

地学尧持久地学尧反复地学袁不断增强对于制度的理解

工作和业务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尧相互促进尧你中有

力袁完善医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融合制度建设的科

我尧我中有你的野鱼水关系冶 遥
[8]

学化水平遥 一是袁从党建与业务融合需要统一思想尧凝

强化医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的融合袁需要深刻

聚共识袁需要从现实的具体结合点出发袁建立健全机

认识如下两个方面袁一是讲政治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

关党建和业务工作一同谋划尧一同部署尧一同落实尧一

求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天然属性袁也是业务发展的

同考核的工作模式遥 面对医学科研单位党建与业务

根本前提遥 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袁加强政治建设袁强化
政治担当袁不断绷紧讲政治这根弦遥 不讲政治的业务袁
如同蒙着眼睛走路袁方向容易迷失袁也容易摔倒遥 没有
业务的政治袁也是虚无缥缈的政治袁达不到引领和保
障的作用遥 二是推动党建和业务的深度融合袁既是加
强党建的宗旨要求袁也是业务发展的基本路径遥 业务

发展是每一个组织内生的目标和存在的依托[9]遥实现业

野两张皮冶 顽疾袁 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制度的缺失或不
足袁挖深根源袁让党建与业务工作在完善制度运行下

融合袁相得益彰袁绽放 1+1 大于 2 的风采遥 二是袁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袁要求我们持之以恒在提高制度执
行力上持续地下大功夫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

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尧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尧

务长远稳定地发展袁需要在做好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前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等多

提下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袁提升政治能力袁切实增强党

次指出野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尧政治领悟力尧政治执行

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思想自觉尧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遥

力冶袁 可以清晰地看到党中央从严治党不断地向纵深

2.2 强化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学习交流

发力的决心和信心袁政治引领进一步突出遥 一分部署袁

学习交流是党建与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

九分落实袁如果执行不到位袁制度便形同虚设袁需要持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润滑剂遥 医学科研单位学习交

续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袁不断增强制度的权

流是党建与业务挖掘自身袁认识彼此的最直接有效的

威性和执行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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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按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建与业务所处位置袁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监督结合现

出的决策部署袁深刻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内涵新

实袁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大投入袁一是在理念上袁需

特点袁蹄疾步稳地加强党建的制度建设袁推动医学科

要深入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袁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

研单位党建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稳定袁逐步把党

党的引领保障作用袁坚定政治方向袁保持政治定力袁态

建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引领效能遥

度不变尧决心不减尧尺度不松袁督促推动各级党组织做

2.4 强化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队伍建设

好党建与业务工作的真正融合遥 二是在监督主体上袁

干部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袁干部作风的好

强化党建引领袁 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障执

坏袁直接影响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袁直接影响党

行尧促进完善发展作用遥 三是在方式方法上袁坚持实事

的公信力 遥 第一袁在干部选任方面袁坚决贯彻落实新
[10]

求是袁因地制宜袁灵活变通袁依规依纪依法袁精准科学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袁切实把政治素质高作为选拔干部

监督执纪问责袁坚决杜绝做选择尧搞变通尧打折扣等现

的首要前提遥 医学科研单位应试图将专兼职党务干部

象袁让制度管用见效遥 四是在监督对象上袁医学科研单

履历纳入干部选拔的要求袁 从干部选任上树立鲜明导

位需要深入理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方向和理念的前

向袁切实让专兼职党务干部在党务锻炼中深入系统学

提下袁切实结合实际袁把握具体监督对象的党建工作

习袁入脑入心遥 第二袁在干部培养方面袁牢牢把握政治

与业务工作各自的特点袁找准具体监督单位党建与业

过硬是培养干部的根本要求遥 创新人才培养方案袁将

务融合的结合点袁科学分析定位融合的程度或者对于

党务培养纳入干部培训的必要环节袁完善对后备的青

事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袁从而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袁

年干部专兼职党建业务的培养袁在行政尧业务和党务

达到监督的真正意义遥

干部中规划双向交流的机会袁 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
活力袁让干部在党务和业务的历练中全面成长遥第三袁
在干部培训方面袁把党建理论思想的学习放在培训的
重要位置袁探索在业务培训中穿插党建的学习袁在党
建学习中穿插业务的培训袁在培训中让党员干部深刻
领会到党建与业务融合必要性袁彻底领悟到党建离不
开业务袁业务离不开党建袁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
素养和工作本领袁切实发挥干部教育培训的野固根守

3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探索思考
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袁是全面深化改

革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国情的客观需要[14]遥 党建

与业务融合是工作本身的内在要求袁是建设让党中央
放心尧让人民群众满意模范机关的必然选择遥 党的全

面领导尧全部工作要靠坚强的组织体系去实现[15]遥 野知
之愈明袁则行之愈笃冶遥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袁中国的

魂冶的重要功能遥 第四袁在干部考评方面袁依据工作实

发展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袁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

际袁把党建和业务的融合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标

所未有袁党建与业务没有有效融合袁野两张皮冶现象不

准袁科学设置优化全面的考评机制袁激励干部担当袁合

同程度制约事业发展袁需要持之以恒加强学习尧领悟

理约束干部遥 牢牢把握政治标准袁建立全方位考核的

和实践袁在立足新阶段尧贯彻新理念尧融入新格局中不

标准体系袁把经过思想淬炼尧政治历练尧实践锻炼尧专

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袁因地制宜袁不断创新方式

业训练的干部袁作为好干部考评的参照样板遥 探索支

和方法袁加强党的领导和监督袁让党建与业务工作真

部印章使用办法袁在支部选人用人尧年终考评尧谈话提

正融合尧深度融合尧全面融合遥

醒尧纪律处分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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