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党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
“百优”案例名单

“围绕中心”组

案例名称 获奖单位

“书记项目”赋能党业深度融合
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税

务局直属机关党委

创新机关基层党建联建形式 护航天

津口岸高质量发展——天津市委市

级机关工委指导组建“津港先锋”党

建联盟

天津市级机关工委

上海税务：打造税务“党建联合体”，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

务局党委

“红海行动”：区域性机关党建的海曙

样本

宁波市海曙区直机关工

委

机关党建“系统联动”助推浙江财政

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财政厅直属机关

党委

以“四同”促“融合” 推动党建与业务

双提升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党支

部

“家·庭工程”，让庭成家、让庭为家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

党建引领智慧交通“e 路同行” ——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信息中心党支部

党建品牌案例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机关

党委



战疫战贫践行初心 稳产保供履行使

命

人保财险农业农村保险

部党支部

党旗鲜艳耀烟田 科技创新促发展
湖北省烟草科学研究院

党支部

守正创新、担当作为 积极服务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

当代中国研究所机关党

委

完善党建考评体系 构建责任落实闭

环机制
河南省直机关工委

一网统管 源头治理 坪山区创新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

深圳市坪山区委组织部

机关党委、深圳市坪山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党总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

馆）党建创新案例

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

农业博物馆）党委

党建引领 提升科研“加速度”——党

旗在科技创新一线高高飘扬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党委

“100 天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100 个故事”主题宣介活动——外交

部新闻司党委党建创新案例

外交部新闻司党委

以“党建+”工作法推动党建和医改工

作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

党支部

党建引领夯基石 科技助力强“三农”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科研党支部

四链协同强化“第一责任” 融合互促

保障“第一要务”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机关

党委

用好“一二三”工作法 助力标准定额

和科技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

定额司党支部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党支部“系统

联动”工作法服务乡村振兴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

发中心党支部

“四标”行动促融合，党建业务双争先 昆明市直机关工委

守正创新促发展 担当作为办实事
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

进部党支部

倡导“人人是主角 个个当模范” 以

党的建设引领中心工作

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部党支部

强化党建引领 筑牢战斗堡垒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分公司上

海路投递党支部

大地上的党支部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党委

院士树楷模 青年勇攻坚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

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支部

哪里有挑战 哪里就有党组织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打造“更铁”的支部战斗堡垒 筑牢

“带电”的国资监督防线

国务院国资委监督追责

局党支部

守正创新砥砺奋进，智慧广电服务疫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



情防控 司党支部

“六维党建”强力助推粮储事业发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甘肃局分党组

大力整治机关党建“灯下黑”问题 甘肃省直机关工委

党建引领“+”忠诚铸法魂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党组

“纵横”交错 “点面”结合 推动党建

和业务融合发展

中国外文局今日中国杂

志社第二党支部

创新“党建＋项目”模式 实现干部队

伍和项目建设“双胜利”

济宁市直机关工委、济

宁市重点项目挂图作战

指挥部推进保障办公室

临时党支部

强化政治引领 突出政治建园 深化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

范机关——三江源国家公园以党建

引领“八个一”体制试点经验做法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党委

金融“融”进来，苹果“红”起来 ——

银河证券发挥金融专业优势助力静

宁县苹果产业振兴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

坚持党建引领支持实体经济，综合金

融助力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

展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机关战略客户部党支部

发挥政策性银行政治属性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进出口银行主权客

户部党总支



创新“三化”思路 破解“融合难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

厅特警总队特战支队一

大队党支部

“建设队伍”组

案例名称 获奖单位

“红色领航·双强争创”强健党支

部红色引擎
温州市直机关工委

答好事业单位改革中强化党的

建设的时代问卷
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推行“五个到一线”党建工作法

促进新训工作提质增效

黑龙江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

战勤保障支队党委

以小切口悟大道理 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党支部

135模范机关创建路径探索 厦门市直机关工委

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宁

夏回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AI云

党建的实践探索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党组

“直播间”里的“夜党校” 基层党

建工作出新招见实效
审计署企业审计二局党支部

党建练尖兵，实干促科研——上

海光机所创建“上光尖刀连”，党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党委



建促进重大科研任务攻关取得

实效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锻造 忠诚干

净担当的国际报道队伍
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党总支

创新推行“机关党建六步法” 扎

实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

度融合

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

改革办）机关党委

“督导式职业素养训练”+“复盘

分析会”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党委

打造“老兵”品牌，助力退役军人

永葆初心再起航

南京市浦口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机关党总支

移动党小组 学习在路上 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党支部

“双周学党史”宣讲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党委第十一党支部（新闻联

播编辑部）

坚定不移做公正司法的实践者

和维护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党总支

第一党支部

用好“三述”武器 点燃建功激情

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

融合

青岛市委组织部 青岛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

党员量化积分考核管理 贵州省地矿局党委

党建“红”绘制“生态绿” 厚植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宁夏区直机关工委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五大课堂”

建强新时代央行青年生力军
中国人民银行团委党支部

“123”支部工作法创新党建激发

活力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

心预警工程室党支部

注重“四个抓”，突出“四个新”，

以组织工作创新推动机关党建

提质增效

深圳市财政局机关党委

打造“红色农信” 创新党建品牌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

委

“光华路鸣”党建创新平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

研究中心党委

高扬精神旗帜 厚植红色基因

全力打造市直机关党建工作“红

色引擎”

临沂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以“两书”工作为载体 全面推进

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

政治引领 深学笃行 实施市直

机关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
广州市直机关工委

打造锤炼坚强党性主阵地 推动

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实施“六维六抓”工作法，在服务

与改善民生中践行“两个维护”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党支

部

以 1 张表单提升组织生活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广东省直机关工委



“无线电点亮革命征程”短波通

联活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

局党支部 国家无线电监测

中心党委

增强“政治生日”仪式感 感受红

色初心脉动 焕发强大基层组织

力

天津市公安局图像侦查和技

防监管总队党委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以“说”促

“干”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党委

打造“三大平台” 锻造国资卫士
国务院国资委国际合作局党

支部

坚持“五强化” 打造“五个度”党

支部
中国贸促会办公室党支部

创建“五型”支部 锻造组工铁军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组织部

（人事司）

以形塑型 铸造铁军 激发党建

与税务稽查业务深度融合的“动

力源”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稽查局党总支

以“五个员”加强临时党支部建

设 让党旗在现场检查一线高高

飘扬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银行机构检查局党支部

坚持“四抓四发力” 打造高素质

专业化国际审计青年人才队伍

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

服务中心党支部

“百位播音员主持人讲党史”微

视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机关党委



“七音阶”党建工作法引领企业

行稳致远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

“服务群众”组

案例名称 获奖单位

为民服务解难题，“十指连心”换舒

心
重庆市荣昌区委组织部

数字赋能“红色引擎” 提升机关服

务基层效能
杭州市拱墅区委

“温暖星期五”:党员志愿服务“直通

车”驶入百姓心窝建立“有事找党组

织”工作机制 打造为职工群众办实

事服务平台

宁波市江北区直机关工

委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党委

党员进基层 情暖微心愿 ——湖

南省娄底市机关党员志愿服务创新

实践综述

娄底市直机关工委

推动在职党员干部“三进三服务”

探索机关党建参与基层治理新途径
重庆市直机关工委

抓实抓细“基评”工作 切实推动解

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广州市直机关工委

省市联动深化“双报到” 凝聚合力

为民办实事

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

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创新“主题党日+” 激发支部工作活

力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事

业部党支部



打造区域化党建共同体 履行新时

代国企使命担当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分公司党委

“1+1+X”工作机制在助推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中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市市级机关工委

创新开展“以下看上”调研 推动省

直机关服务基层服务民生落在实处
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

做坚强有力的“豌豆荚”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

年家事庭党支部

“三双”工作增活力 服务群众解民

忧
昆明市直机关工委

红色联盟引领共融发展 联创共建

推动兴边富民——云南边检总站打

洛边境派出所打造“警企村”党建联

合体案例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

党委

“四向合力”强基固本 “四端赋能”

为民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人力资源

部党总支

“一街四史”映初心 为民服务办实

事——深圳边检总站沙头角边防检

查站打造中英街党建基地案例

沙头角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党委

打造“红色温馨”品牌 深入推动“五

心”服务

江苏省盐城市委市级机

关工委

深入开展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

“资金链”治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

“钱袋子”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

司党支部



党旗红辉映人才蓝
山西省留学人员和专家

服务中心党支部

直播卫星“空中课堂”助力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

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党委

功能型组织持续发力 菜单式服务

精准高效 ——沈阳市直机关工委

开展“共联共享共建共促”活动，探

索机关党建服务群众新模式

沈阳市直机关工委

尊崇英雄实打实 关爱烈属心贴心
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党组

学史力行担使命 办好实事践初心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党支

部

学史力行办实事 凝心聚力惠民生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

局党支部

机关引领基层 支部联系企业 党员

服务群众
天津海关直属机关党委

党建引领办实事 服务群众开新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

格和招标采购司党支部

坚持党建统领深化递进式改革致力

打造审批服务新引擎

莱西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党组

守初心 担使命 为枸杞产业创新发

展勇担重任
宁夏区直机关工委

党建引领有力度，服务群众有温度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综合业务部党支部

深化“党建+”模式 促进纳税服务再

优化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

务局机关党委

党建引领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的贵阳探索及启示

贵阳市委政法委机关第

四党支部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时代保险理赔

服务的实践探索

中国人保财险理赔部党

支部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化为离退休干

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动能

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工作

局党委

开门办城管 为民办实事——青岛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星期三问城管”

行动创新实践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党组

欧美同学会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留学人员共识
欧美同学会党支部

积极探索对台青年交流工作 努力

推动党建成果转化

中央台办海峡两岸交流

中心党支部

探索建设“党建+登记先锋”有效化

解不动产“登记难”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直属机关党委

学史力行办实事 服务民生促就业
中国银行行政事业机构

部党支部

深入开展服务“一公里” 实现两个

融合“零距离”案例材料

国家开发银行信息科技

部党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