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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石家庄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石直字〔2022〕31 号

中共石家庄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石家庄市机关党的建设研究会

关于表彰 2022 年度机关党建课题调研
获奖作品和优秀组织奖单位的通报

市直各部门（单位）机关党组织，各县（市、区）直机关工委：

为充分发挥调查研究在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根据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2022 年度工作安排，自今年 4 月份以

来，围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机关党建的经验和启示、新时代加强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党务干部队伍、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等 5 个方



—2—

面，开展了机关党建课题调研活动。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选题，

深入调研，形成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调研成果。截至 7 月 31 日，共

收到调研论文 306 篇。经专家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15 篇、二等奖

31 篇、三等奖 62 篇。并评出优秀组织奖单位 38 个，现予以通报

表彰（名单附后）。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加大

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的调查研究力度，力争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机关党建课题调研

为契机，扎实做好调研研究的“后半篇文章”，大力发扬“实干

兴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奋发进取、攻坚克难，持续推动

机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

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 1：2022 年度机关党建课题调研获奖作品名单

附件 2：2022 年度机关党建课题调研优秀组织奖名单

中共石家庄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石家庄市机关党的建设研究会

2022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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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机关党建课题调研获奖作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15 篇）

1.《构建“党建+督查”工作新模式 助推中央、省市委决策

部署落地落实研究》

作者：李兵英 郭思畅（市委市政府督查室）

2.《推进党建与审计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研究》

作者：王建敏（市审计局）

3.《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做省会建设先锋的探索与启示》

作者：丁楠 杨烁（团市委）

4.《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刘勇 李九欢（市委研究室）

5.《挖掘用好我市红色资源 擦亮城市名片研究》

作者：刘顺江 郭毅 赵一鸣（市委党史研究室）

6.《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家宝 推动新时代机关党建高

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臧啉诘 郭少敏（市委办公室）

7.《推动新时代财政廉洁文化建设发展研究》

作者：张方敏 郭鹏（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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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及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作者：董光辉 马志刚 赵斐 林腾虹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9.《深化践行“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方法途径研究》

作者：韩新山 宫彦军 张富波（市医疗保障局）

10.《运用哲学道理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作者：韩书君 冀娜（市园林局）

11.《推动建设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作者：陈战彬 韩雪（市社会科学院）

12.《把拥护“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方法路径研究》

作者：娄海波 潘璐璐（市委党校）

13.《强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推动工作落实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郭朝辉（赞皇县直机关工委）

14.《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研究》

作者：封永利 刘玉杰（鹿泉区直机关工委）

15.《以深化思想作风纪律整顿为抓手 加强作风建设研究》

作者：罗 奕（藁城区区委办公室）

二等奖（31 篇）

1.《关于进一步做好党务公开工作的几点思考》

作者：张 鑫（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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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宣讲能力培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李曙光（市委宣传部）

3.《大数据时代下的党建创新与思考》

作者：李欣 王丹（市委政法委）

4.《提高机关党务干部能力素质研究》

作者：李敬军（市委编办）

5.《大数据时代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作者：王和馨（市委网信办）

6.《强化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推进检察工作“三度融合”的实

践与思考》

作者：王战营 徐建忠 陈论（市人民检察院）

7.《新时代加强市直机关作风建设的思考》

作者：孙世煦（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8.《充分发挥机关纪委在审计工作中的监督作用研究》

作者：张进良 谢航宇（市审计局）

9.《新时代创新机关社区联合党建工作模式研究》

作者：张 曼（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及固化长效机制研究》

作者：张宏贵 刘强 孙满满（市交通运输局）

11.《强化教育培训 提升党务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研究》

作者：吴合利 李艳红 代安娜 胡 静 闫嘉庆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6—

12.《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徐燕 戚妍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解放思想 奋发进取 争做省会建设先锋的实践探索》

作者：李忠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4.《当前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难点及对策研究》

作者：张子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5.《努力争创模范机关 助推地方金融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李晓源（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16.《加强机关党委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作者：姚斌 王克娜（市园林局）

17.《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推动难点及对策研究》

作者：王浩 吴乾 张园（市园林局）

18.《提高机关党务干部能力素质的研究》

作者：傅丽娟 罗晓红（市档案馆）

19.《新时代推动基层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作者：王丽锟 吴黎 殷晓阳（市委党校）

20.《新时代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杨亚蒙（市委党校）

21.《伟大建党精神对引领过硬机关党建工作的启示与思考》

作者：党 洁（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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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提升机关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问题研究》

作者：王 鹏（市总工会）

23.《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推进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

和实践》

作者：郝壮敏 王姝（团市委）

24.《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析》

作者：石少团（市妇联）

25.《大数据时代机关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作者：高可为（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6.《思想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赵亚峰 封娟（正定县委党校）

27.《强化党建引领 推动重点工作落地落实的实践及启示》

作者：宋勇志（深泽县直机关工委）

28.《关于加强区直机关党建的几点启示》

作者：张 煜（井陉矿区直机关工委）

29.《提升区直机关党的建设质量的路径探析》

作者：齐 心（桥西区委党校）

30.《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李玉晖（桥西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31.《新时代机关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探索》

作者：杨兴斌 乔石李亚 王楠（裕华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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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62 篇）

1.《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党的保密工作的研究与思考》

作者：张海月（市委办公室）

2.《思想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周晓波（市委保密机要局）

3.《“两个确立”丰富内涵及决定性意义研究》

作者：仇鹏飞（市中级人民法院）

4.《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家宝推动新时代机关党建高质

量发展研究》

作者：江洪波 郑文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党建引领助推科技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陈俊阳（市科技局）

6.《加强和改进政治理论学习与教育的方式和途径研究》

作者：焦利军 胡笑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7.《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争做省会建设先锋的实践探索》

作者：熊国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8.《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及固化长效机制研究》

作者：王 冲（市公安局）

9.《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争做省会建设先锋的实践探索》

作者：王兵辉 刘亚丽（市公安局）

10.《以深化思想作风纪律整顿为抓手 加强作风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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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苗 壮（市民政局）

11.《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水平浅析》

作者：王 朝（市民政局）

12.《强化党建引领夯实司法行政基层治理根基的思考与实践》

作者：李传利（市司法局）

13.《推进基层党建与戒毒工作融合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狄云飞（市司法局）

14.《深化践行“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方法途径研究》

作者：张 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5.《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环境研究》

作者：刘 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6.《着力解决思想作风问题 提高机关人员综合素质研究》

作者：易松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17.《以深化思想作风纪律整顿为抓手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研究》

作者：赵士良 蔡亚军 闫伟利（市交通运输局）

18.《建设与时俱进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

作者：包冀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提高机关党务干部能力素质研究》

作者：蔡虹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强化责任担当 加强作风建设的思考与启示》

作者：李延辉 孙永杰（市水利局）

21.《围绕水利职责使命 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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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书申 李永振 胡林卫 阮炯鋐 韩勇（市水利局）

22.《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争做省会建设先锋的实践探索》

作者：翟 可（市农业农村局）

23.《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研究》

作者：赵靖暄（市林业局）

24.《围绕中心工作抓党建 推动投促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黄 炜（市投资促进局）

25.《强化教育培训 提升党务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研究》

作者：刘 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6.《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研究》

作者：刘新建（市审计局）

27.《勇当改革先锋助推省会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李小慢（市行政审批局）

28.《坚持红色引领做好军休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作者：陈 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9.《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研究》

作者：刘学朴 马琳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0.《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研究》

作者：靳茂礼 张寅 徐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1.《瞄准问题用力 抓实经常性思想教育研究》

作者：刘瑞涛（市应急管理局）

32.《让机关党建“走新”更“走心”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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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雄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33.《党的十八大以来机关党建的经验和启示》

作者：王鑫 杨磊 苏永亮（市医疗保障局）

34.《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作者：杨晓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35.《加强党建引领 推动档案利用为民利民惠民研究》

作者：付明华 容文（市档案馆）

36.《全力做好新常态下机关党建工作研究》

作者：解宏兴（市供销合作总社）

37.《推动机关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作者：刘丽然(市供销合作总社)

38.《强化教育培训 打造高素质党务干部队伍实践探索》

作者：戎 怡（市红十字会）

39.《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及固化长效机制研究》

作者：王成丽 范浩天 韩向飞 陈莎莎（西柏坡纪念馆）

40.《建立高素质专业化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的研究与思考》

作者：陈丽芬 陈莎莎 于曼芳（西柏坡纪念馆）

41.《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做省会建设先锋的实践探索》

作者：田国辉（市气象局）

42.《强化机关党建引领 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研究》

作者：杜国权 王振兴 耿嘉（市轨道办）

43.《新时代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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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采阳 杨洋（市烟草专卖局）

44.《职业化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蔡超 包璇（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45.《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家宝 推动新时代机关党建高

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任雯雯（市社会科学院）

46.《党员队伍现状的分析和发展党员工作的思考》

作者：李朝申（市总工会）

47.《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创新中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梁志洪（市总工会）

48.《服务中心 开拓创新 推动机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尤雪峰（市妇联）

49.《推动残联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作者：李 静（市残联）

50.《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研究》

作者：蒋清水 贾辉林（晋州市直机关工委）

51.《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 打造群众满意的人民法院研究》

作者：李学红（深泽县人民法院）

52.《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研究》

作者：王士海（灵寿县纪委监委）

53.《推进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研究》

作者：宋京利（灵寿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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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强化教育培训 提升党务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研究》

作者：石力华（赵县县直机关工委）

55.《推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作者：孙伟涛（高邑县委宣传部）

56.《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靳焕良（元氏县直机关工委）

57.《聚焦“三个强化” 奋力开创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新

局面研究》

作者：张爱华（井陉矿区委政法委）

58.《关于强化党建引领 推进政协履职能力提升研究》

作者：李志勇（长安区政协办公室）

59.《基层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常甜甜（桥西区人民检察院）

60.《提高党务干部能力素质研究》

作者：张橼媛（藁城区建投公司）

61.《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如何推进党建工作与检察业务深度融

合研究》

作者：王玉录 赵军（鹿泉区人民检察院）

62.《机关党建在推动中心工作落实中发挥引领作用研究》

作者：邸小翠（栾城区直机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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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机关党建课题调研
优秀组织奖单位名单

（38 个）

一、市直机关（26 个）

市委办公室直属单位党委

市司法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财政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单位党委

市交通运输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水利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园林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

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市审计局机关党委

市行政审批局机关党委

市医疗保障局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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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校机关党委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机关党委

市委研究室机关党总支

市委市政府督促检查办公室机关党总支

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机关党总支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机关党总支

市档案馆机关党总支

团市委机关党总支

市民宗局机关党支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支部

市社会科学院机关党支部

二、县（市、区）工委（12 个）

正定县直机关工委

深泽县直机关工委

灵寿县直机关工委

赵县县直机关工委

高邑县直机关工委

赞皇县直机关工委

井陉矿区直机关工委

长安区直机关工委

桥西区直机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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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华区直机关工委

藁城区直机关工委

鹿泉区直机关工委

中共石家庄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