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委员会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关于印发《2019 年度中层领导班子、领导

干部及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方案》

的通知

甘民师党发〔2019〕101 号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系、各部门：

《2019 年度中层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及教职工年度考核工

作方案》经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党委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中共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委员会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度中层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及

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方案

根据十九大以来中央和省委有关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评价考核的相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就我校 2019 年度中层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教职工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核范围

1.中层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2.在编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工勤人员

3.人事代理人员（非事业编制人员）

二、考核内容

（一）中层领导班子综合考核内容

中层班子考核以《党建目标管理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目

标责任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学生安全责任书》及年度计

划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完成情况为考核重点，以岗位职责为

依据，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建设、领导能力、工作实绩、党风

廉政建设等四个方面。

（二）中层干部和在编工作人员考核内容

中层干部和在编的工作人员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

绩、廉等五个方面，紧密结合学校 2019 年工作要点和本单位、

所在工作领导小组年度工作计划、岗位职责任务，客观如实地做

出考核评价。本人述职要就本人年度工作的完成情况、取得的主

要成绩与效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等方面进行

总结陈述。中层干部的履职情况、完成目标责任的情况，行政主

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抓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

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人事代理人员考核内容参照以上要求执行。

三、考核机构

（一）成立考核领导小组

组 长：杨卓玛 陈正武

副组长：杨士钰 牟吉信 高君智 杨晓林 敏贤麟



李锦煜 张 宏

成 员：鲍俊辉 包建宏 安文生 丁一清 杨世堂

旺 德 华尔丹 张雪艳 苟如虎 张生智

胡文海 牛永有 郭向玲 党金宁 房继荣

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鲍俊辉任主

任，党金宁任副主任，具体负责全校年度考评工作，同时抽调

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完成考核工作。

工作人员：刘子恒 韩炜 庞佛宝 安彦明 傅 军 王

树鹏

（二）设立考核小组

为便于考核的顺利开展，设立 5 个考核小组分别到各院系

各部门开展考核。

第一考核组

组 长：鲍俊辉

组 员：胡文海 段文彬 白浩元

刘子恒（联络,15009411975）

考核对象：

机关第八支部：科研处、学报编辑部、藏文化研究中心、

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

机关第九支部：信息网络中心、保卫处；

教育科学系（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数学系、

计算机科学系（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实验室参



加考核）、体育系。

第二考核组

组 长：杨世堂

组 员：白交平 沙木央金 赵和娟

庞佛宝（联络人,18009412321）

考核对象：

机关第四支部：发展规划与社会合作处、国有资产管理处、

基建处；

机关第五支部：招生就业处、工会；

机关第六支部：办公室（督查室）、机关党总支；

后勤管理处、藏语系、美术系（甘南民族风情艺术采风基

地）、外语系。

第三考核组

组 长：安文生

组 员：马 雄 县小平 冯景

韩 炜（联络人,15352276481）

考核对象：

机关第二支部：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机关第三支部：审计处、财务处；

物理与水电工程系、历史文化系、汉语系、经济与社会发

展系

第四考核组



组 长：丁一清

组 员：蒲丽妮 金 松 彭潇萱

安彦明（联络人,18393800685）

考核对象：

机关第十支部：学生处；

机关第七支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

机关第十二支部：团委；

预科教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音乐舞蹈系。

第五考核组

组 长：张生智

组 员：敏 云 王树鹏 蒲国鑫

傅 军（联络人,18368956763）

考核对象：

机关第一支部：纪检委（行政监察室）、党委组织部（党

校）、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党委统战部；

机关第十一支部：教务处（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

藏汉双语理科系（藏汉双语教育学院参加藏理系考核）、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图书馆、继续教育学院。

人事代理人员考核组

组 长：党金宁

组 员：苟如虎 尔杰草



（三）各院系要成立以党总支书记（或主持工作的副书记）

任组长的考核小组，组织本单位的考核工作。机关部门以党支

部为单位进行考核，党支部书记任考核小组组长。

三、考核方式

1.2019 年年度考核分三个层次考核。中层领导班子、处级

领导干部由学校考核组统一考核；在编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工

勤人员由所在党总支或党支部进行考核；人事代理人员由专门考

核组和所在部门共同考核；

2.挂靠在教学院（系）、部门的科研机构的处级干部参加

所在院系、部门的考核会，由学校考核小组统一考核；

3.所有中层干部都要向考核小组进行现场述职，个人述职

时间不超过 5 分钟。院系、部门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向考

核小组进行述职（教学院系由党总支书记代表班子述职），代

表班子述职的负责人连同个人述职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4.中层班子和正处级干部实行管理部门和教学院系（含预科

部、继续教育学院、图书馆）相互测评打分；

5.人事代理人员（非事业编制人员）的考核由用人单位和学

校考核组进行考核；

6.学校领导为学校中层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打分。

四、评分办法

（一）中层领导班子

主要目标任务考核 40％+学校领导测评 20％+管理部门与教

学院系相互打分 10％+职工测评 30％



（二）中层领导干部

班子考核得分 40％+学校领导测评 20％+管理部门与教学院

系相互打分 10％+职工测评 30％

（三）教师

考核小组测评 15%+职工测评 25%+学生测评 5%+《教师教学

工作年终考核量化指标》40%+加分项 15%

（四）职工

考核小组测评 35%+职工（学生）测评 50%+加分项 15%

（五）兼岗人员

考核成绩分为两部分构成。

1.行政兼教学人员：行政工作考核占 70%，专业技术工作考

核占 30%；

2.教学兼行政人员：行政工作考核占 30%，专业技术工作考

核占 70%。

（六）人事代理人员

系（院）部考核占 70%，学校考核占 30%。

五、考核等次

中层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

“差”四个等次；

中层干部和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

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六、工作要求

2019 年年度考核工作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1.各考核单位要成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应有 5—7 人组成，

各考核小组组长由党总支书记或党支部书记担任，行政负责人为

考核小组成员，考核小组成员中要有普通教职工代表 3-5 人。

2.各单位和个人要认真对照年初签订的有关目标责任书和

学校、系（部）、个人年度工作计划以及阶段性的重要工作任务，

认真进行自查总结，及早着手准备述职材料，加分项要准备好相

关证明材料，以备考核小组核定。

3.考核工作要严格执行考核标准，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

4.各考核单位教职工和学生代表要按时参加本部门的考核

会议，认真听取述职报告，并客观、认真地填写有关测评表。

5.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在 2019 年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考核为“好”的，年终考核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初次就业

率最低的院系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就业工作的负责人年终考

核不能确定优秀等。

6.中层领导班子、处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于 20 日前报校

党委组织部（刘子恒 OA 邮箱，命名规则：部门+姓名）。

7.于 20 日之前，纪委办公室、组织部提供当年涉党纪、组

织处理的人员名单；招生就业处提供各教学院系当年度毕业生就

业率情况；组织部提供党总支书记抓党建述职考核成绩；宣传部

提供意识形态考核的相关情况。

七、时间安排



1.2019 年 12 月 18 日前，各考核单位将考核小组成员名单

报送校党委组织部（刘子恒 OA 邮箱，命名规则：部门+填表人姓

名），纸质版自行存档备查。主动与学校考核小组联系，确定考

核时间及地点。派专人到人事处(办公楼 204 室)领取甘肃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其他相关考核表格请自行下载打

印（见附件）。

2.2019 年 12 月 19 日集中进行管理部门与教学院系互评打

分。

3.2019 年 12 月 23 日前，学校各考核小组要完成考核工作，

将干部考核登记表、考核打分表及考核简要总结报送党委组织部

（办公楼 512 室）。各考核单位要完成本单位各类在职工作人员

年度考核工作，将考核测评结果汇总后报送人事处(办公楼 204

室)。

4.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前，纪委、组织部、宣传部、教务

处、评估处、科研处、人事处、学生处、招就处、财务处、校办、

团委等管理部门按照《教学系（部）年终主要目标任务考核》和

《机关及教辅部门年终主要目标任务考核》进行集体考核打分，

将考核打分表（纸质版、电子版一同报送）报送党委组织部。

5.2019 年 12 月 24—27 日，由组织、人事部门核算考核成

绩，并将考核结果提交校党委会议研究。

八、有关说明

1.各单位“优秀”等次按参加考核总人数的 15%核定（参



加学校考核小组考核的中层领导班子、副处级（含）以上干部

的考核不计入各单位“优秀”等次;所有人事代理人员按 15%

核定优秀比例，不计入各单位“优秀”等次），不得突破比例，

比例按职务（职称）层次进行合理分解；管理、专业技术和工

勤技能岗位人员的“优秀”比例分类确定，不得相互挤占。

2.学校认定（管理部门和学校通报、处分等）的教学或管

理责任事故一项及以上的部门或个人年度考核不能评定为“优

秀”。

3.新引进人员中有工作经历的，需确定等次（但不得确定

为“优秀”等次）。没有工作经历的，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考核情况作为聘用、定级的依据。外出学习、培训人员原则上

直接确定为“合格”等次。

4.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经批评教育仍未参加

者，可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5.临时聘用人员考核由用人单位组织进行，考核情况作为

续聘、解聘的依据。

九、考核结果的应用

1.年度考核成绩达到优秀者，班子奖励 5000 元，个人奖

励 500 元。

2.班子考核结果不合格者，要写出书面检查分析材料，限

期整改，对班子成员进行诫勉谈话或组织调整。

3.中层干部个人及其他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基本合格及



以下者，进行诫勉谈话。连续三年考核成绩为基本合格的，予

以降职使用。考核不合格的，扣除 20%津贴，降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