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商洛学院委员会文件
商院党办〔2017〕1 号

中共商洛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的联系和交流，

调动和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在学校发展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改进党外知识分子发现、培养、使用和管理工作，推进

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经党委同意，在继续开展党委

委员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的基础上，今年适当扩大联谊交友

范围，增加部分党员处级干部参与联谊交友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是统一战线工作的

优良传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也

是我们党联系党外人士的基本方法和坚持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有利于学会同党外人士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

政治工作的本领；有利于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巩固和发展爱国

统一战线；有利于广泛听取各方面真实情况和意见，实现决策的

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优秀年轻党外干部；有利于

促进学校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联谊交友范围

参加 2017 年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

为：校党委委员，党政办公室、干部人事处、宣传（统战）部、

机关党总支、学工部、保卫部、工会、团委主要负责人及各二级

学院党总支主要负责人。

联谊交友对象主要为：学校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中的

高级职称人员、博士、“丹江学者”、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年

轻处级干部等。

每名党员领导干部联系 2 名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名单由

党委统战部统一安排。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统战委员为党员领

导干部联谊交友工作联络人。联络人要积极主动地做好联系沟通

工作。

三、联谊交友内容



（一）了解和掌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针对他们普遍

关心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与联系对象交流认识，做深入细致

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听取联系对象对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以及教学、

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了解联系对象工作和生活情况，特别是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对应该解决但暂时解决不了的问

题，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

（四）指导各民主党派做好各自组织发展工作。

四、基本原则

（一）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基本方针，主动热情，平等待人，坦诚相见，说真话，交挚友，

交诤友，以加强与党外朋友的互信与交流。

（二）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方针，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关心照顾，

营造积极、宽松、和谐、活泼的交友氛围。

（三）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增强与党外朋友的共

识。对党外朋友的逆耳之言，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善意，虚心接受，

真诚感谢。对不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要耐心倾听，正确引导，使

党外朋友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上与党委和行政同心同德。

五、联谊方式



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主

动同联系对象多接触、多拜访、多交谈，互相学习。一般每学期

联系、谈心不得少于两次，遇重大节日也可登门拜访。联谊交友

工作开展情况请及时填写纪实表记载。

党委统战部年终将对联谊交友工作进行总结，并报上级统战

工作部门。

附件：

1.2017 年联谊交友名单

2.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纪实表

中共商洛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1 日

中共商洛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1 日印发



附件 1

2017 年联谊交友名单

党委委员
联系对象

所在单位
姓 名 学历/学位 职 称 党 派

龙治刚
化材学院 邸友莹 研究生/博士 教授 民盟

建工学院 张孝存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无党派

范新会
文传学院 陈 敏 本科 讲师 无党派

文传学院 柴 鲜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王思怀
人文学院 张冷夫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民盟

人文学院 陈红艳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民盟

魏书堂
思政部 屈小莉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民进

经管学院 邓淑红 本科/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彭虎军
文传学院 张惠玲 本科/学士 副教授 农工党

生物学院 王忙生 本科/学士 副教授 民进

刘宝盈
化材学院 王之宇 研究生/硕士 讲师 农工党

化材学院 任有良 本科/学士 高级实验师 民进

刘 勇
继教学院 任建刚 本科 高级技师 民进

文传学院 冯丽君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刘端森
图书馆 任杏莉 研究生 副研究馆员 民革

生物学院 魏信平 本科/学士 副教授 民进

高荣发
生物学院 王学军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民盟

艺术学院 王红梅 本科 副教授 无党派



党员处
级干部
(部分)

联系对象
所在单位

姓 名 学历/学位 职 称 党 派

张向东
化材学院 李燕怡 研究生/硕士 讲师 农工党

生物学院 吴 珍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鱼小强
文传学院 刘淑英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学生处 杨宪华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李军庄
数计学院 罗俊丽 本科/学士 副教授 无党派

数计学院 杨 全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石启英
生物学院 雷燕妮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化材学院 李美兰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余发有
生物学院 李丹青 研究生/硕士 高级实验师 无党派

建工学院 闫玉厚 大专 高级实验师 无党派

潘永前

科技处

技处

李堆淑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图书馆 李栓民 本科/学士 副研究馆员 无党派

蒋正治
生物学院 陈凤娥 本科/学士 高级实验师 无党派

文传学院 郑传锐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张亚强

人文学院 薛璞喆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人文学院 巩丽丽 研究生/硕士 助教 无党派

王正良

文传学院 孙雪娥 研究生/学士 副教授 无党派

文传学院 何树勋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田小莉
数计学院 章荣丽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数计学院 王重英 本科/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赵正鑫
电信学院 李书婷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电信学院 刘 俊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李军富
化材学院 龚 伟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化材学院 叶媛媛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任康民
建工学院 丁少男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建工学院 杨维鸽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鲁绵茸
经管学院 李娜娜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经管学院 吴亚萍 本科 高级会计师 无党派

丁争尚
生物学院 何 军 研究生/硕士 副教授 无党派

生物学院 胡选生 研究生/博士 讲师 无党派

黄新春
艺术学院 穆荣岗 研究生/硕士 讲师 无党派

艺术学院 李玉玲 研究生/硕士 助教 无党派



附件 2

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

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纪实表
(2017)

党员领导干部姓名：

联谊交友对象姓名：

联系方式：

联谊交友联络员姓名：

联系方式：

党委统战部

2017 年 3 月



说 明

1.本表是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的纪

实，是促进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定期开展交友活动的重

要途径。请各位领导认真填写。

2.本表一式两份，党员领导干部和联谊对象各持一份，主要

记录双方开展活动的内容及开展活动后的收获等。年底，双方要

将一年来的交友活动进行总结回顾，并根据开展交友活动的实际

情况提出客观、切实可行的建议，以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与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的开展。

3.各党总支统战委员为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交友活动的联络员，平时要积极发挥党员领导干部与本单位党外

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每年年底，联络员要及时收缴

《党委委员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活动纪实表》并将其送交党委统

战部，党委统战部将根据联谊交友双方开展活动实际及提出的建

议对我校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制度进行

修订和完善。

4.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每学期联系、谈心不得少于

两次，活动纪实表原则上每年至少填写四次。



联谊交友对象基本情况

活动纪实 1（时间、地点、内容、收获等）



活动纪实 2（时间、地点、内容、收获等）



活动纪实 3（时间、地点、内容、收获等）



活动纪实 4（时间、地点、内容、收获等）



活动纪实 5（时间、地点、内容、收获等）



活动纪实 6（时间、地点、内容、收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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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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