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 年述职报告 

——工商管理学院 窦凯 

2018 年，在学校党政正确领导下，在班子成员互相协作下，在业务部门悉

心指导关怀下，在全体学生工作者鼎力支持下，个人注重提升自我修养、提升思

想意识、提升业务水平、认真履职，完成自己分管和协作的各项工作任务。现根

据学校统一部署和要求，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述职。 

一、立德树人、率先垂范 

立德树人高校的根本任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领导干部和教育

工作者，教育教师和青年学生德行养成，自己首先得做到。一年来，自己始终保

持政治定力，向书本学，向曲建武等时代楷模学，向郑德荣、黄群、宋月才等优

秀共产党员学，要求自己学、更要求辅导员和青年学生学，共同打造风清气正的

工作环境，持续提高学生工作者团队的威信、提升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影响力和

正能量。 

二、注重学习、完善自我 

“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一年来，认真落实大连市委第二巡察组

巡察工作反馈会上要求，认真整改，系统学习了《习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的

讲话》、《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大连职业技术

学院 2018 年工作要点》，提升政治站位的同时，提高工作视角，确保自己的思

路及决策与党中央、大连市、学校的政策及发展方向一致。积极参与学校“双高”

专业群建设工作，参加 2018 年暑期中层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大连职业技

术学院基层党务工作者井冈山专题培训班、辽宁省高校辅导员新时代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培训班、2018 年大数据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创新专题

培训学习，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综合能力，加强了对专业、行业的认识和理解，使

学生工作更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专业特点开展。 

三、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纵观国内外高校的学生工作（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做的好的往往都是不喊

口号，默默奉献、精耕细作。“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不应该成为漂

亮的外衣，“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不仅仅需要持之以恒、踏实耕耘，更需要用

心揣摩学生心理、研究学生工作新特点、新规律。有思考、有努力，让学生工作

科学设计、四角落地是我一直最求的工作局面。“律人先律己”，要求学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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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自己先做到，时刻做好青年学生和年轻辅导

员的引领者。 

四、敬业奉献、脚踏实地 

学院学生工作和支部建设始终坚持打造大职商院的“1234”学工模式，培

育“四有”商科专业人才。 

围绕一个工作中心——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好两项保障体系——学生素质养成教育体系和学工队伍建设体系； 

筑牢三个阵地防线——安全稳定工作防线、大学生思政教育阵地、网络舆

情阵地； 

擦亮四大工程名片——大学生体育健身工程，大学生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工

程，大学生职业能力提升工程；大学生商业文化培育工程。 

“四有”商科专业人才——有理想、有品行、有素养、有技能。 

（一）学生党建工作 

1、意识形态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学生支部召开支部大会 3 次，专题部署意识形态工作；传达上级有关意识形

态工作内容、会议精神 6 次；参与上级意识形态工作专项培训会 1 次。 

微信公众号网络意识形态专题内容推送 10 篇。 

做好民族生工作。学生党支部专题学习民族生政策，统一民族生管理思想；

按照要求完成民族生请假双重管理；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2、支部三会一课情况 

学生支部召开支部大会 2 次，支部委员会（含扩大会议）每周一次，组织生

活会 2 次，专题研讨会 2 次，实地学习实践 3 次，理论学习每月一次。 

3、支部两学一做常态化教育工作 

全年共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曲建武时代楷模事迹等 25 次专题学习。 

4、支部党员发展、转正情况 

全年共完成 10 人学校党校教育学习、8 人外审函调，转正 7 人，新发展 8

人。 

5、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情况 

全年共完成 12 次主题党日活动，顺利开展基于高职院校商科专业特点的“主

题党日+”设计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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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入推进公寓党建创新项目，经营好便民服务设施。完善图书角、健身

角建设，新购图书 200余册。 

7、二级党校工作 

网络党课之占领思政新阵地。 “商业时代”微信公众号开辟党课教育专栏，

发布党的十九大知识测试题等党课内容，并且在网上开展了大连地区高校传承红

色基因教育的调查。 

面授讲课之传播知识主渠道。学院党总支书记许志军和党总支副书记窦凯分

别进行了题为《学毛主席经典<反对本本主义>，做善于调查研究的工商人》和

《弘扬井冈山精神》的理论面授课。 

实践体验之强化信仰牵引力。全年开展了一系列的红色基因教育、优秀党员

事迹交流会、重温入党誓词、志愿公益服务等活动。 

视频观影之固化信念坚定性。学院 2018 年发展对象及 2017 级入党积极分

子观影《惊涛大冒险》。 

（二）学生工作 

1、完善制度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1）完成第一学期素质学分 120 项素质教育实践课、22.6 学分的认定报备

工作；第二学期素质学分 119 项素质教育实践课、20.85 学分的认定报备工作；

一学年素质学分汇总排序工作；毕业年级素质学分自查自纠工作。 

（2）修订素质学分实施细则，科学设计本学期素质教育实践课内容，按程

序及时认定公示、科学放置学分模块和分值赋予。 

全面修订学院素质学分实施细则：调整各项实践课分值、统一日常计入分值

与毕业计入分值；调整公益劳动安排设置；明确纳入评奖评优素质学分排序的内

容与纳入 23 学分毕业条件的内容。 

充分发挥素质教育学分在助学管理工作的指挥棒作用：完善助学管理制度、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调动贫困生参与素质教育实践课的积极性。 

（3）全年共完成辅导员值班 58 次、学生会委员值班 284 次，及时进行心

理危机干预 3 起。 

（4）校园贷排查 1 次。 

（5）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两名辅导员参加辽宁省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备

赛、1 名参赛取得省赛个人二等奖佳绩。 

2、强化服务意识、提升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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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学工作。实地家访 30 人次，电话家访 500 余人次；家庭重大变故

补助 9 人；春季助学金共 153 人，停发 1 人，实际发放 152 人；秋季助学金共

173 人，国家一等助学金 52 人，国家二等助学金 105 人，学校助学金 16 人。 

（2）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各种渠道普及心理知识、开展广泛宣传，开通工

商管理学院心理协会专属微信平台，推送文章 3 篇，策划制作宣传海报 2 张，

20 个班级召开主题心理班会，向学校推荐优秀征文 26 篇，获奖 9篇，播放心理

电影 1 次，现场/网络心理咨询约 100 人次，筛查重点对象 4 人，举办心理短剧

大赛 1 场。完成 18 级 3604 名新生心理手册建册工作。获得心理短剧大赛一等

奖。 

（3）就业工作。全年共组织专场招聘会 1 场，专场企业宣讲会 15场，推

介推介企业 80 余家、岗位 1000 余个，18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1.96%、实质

就业率 92.6%、专升本 28人，就业困难群体 100%就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00%

就业。19 届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 90%（专升本学生除外）。 

（4）武装工作。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开展广泛宣传，策划制作宣传海报

3 张、公众号专题推送 5 次，宣贯会 2 场，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告会 1 场、征文 1

篇，现场/网络服务咨询 90 人次、征兵入伍 2 人。 

3、树立品牌意识、提高思政效果 

（1）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围绕“中国梦·大学梦·我的梦”和“社会责任”主

题活动共开展主题班会/座谈会 2 次、专题调查实践 1 次、主题影片观摩 1 次、

主题演讲比赛 1 次。 

（2）扎实推进商业文化基地和“商·诚”文化品牌项目建设。完成专业文化

长廊、班级文化街角、“商·诚”文化社区一期工程；推进学生会、自管会、社

联三大学生组织的会徽设计工作；组织开展 18级新生班级班徽设计、制作活动。 

（3）积极配合教学，完成各级各类职业大赛 10 次，普及 900 余人次。 

（4）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擦亮工商名片。 

运动会取得学生团体总分第四名、男子团体总分第四名、女子团体总分第三

名的历史新高。一二九长跑第二名。读书季群诵会第一名。校园嘉年华完成微信

墙、现场观礼台项目，毕业典礼节目——创意合唱《那年·那天·那少年》演出、

花车巡游创意及排练。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合唱比赛三等奖。参加“端午吟”诗

歌创作大赛 14 人次获奖；中华古诗词大赛第五名。积极参加环保征文、摄影比

赛、篮球赛、三创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月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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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化网络信息化建设。建立更合理的各类微信公众号推送专题，全年

共完成通知公告、招生就业、师生风采、主题教育、心灵驿站、网络意识形态 6

大类、共计 62 条专题推送。 

4、汇聚青春力量、筑牢团的建设 

（1）强化组织建设。严格落实校团委基层团委考核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并

获得了 2017 年度先进团委；规范管理团籍团档案、团员证注册、顺利完成毕业

生团员开具团组织关系介绍信等；完成确定 18 年入党积极分子 102 人；对 2017

年以前未满 12 周岁入团的情况进行筛查。 

（2）学生骨干培养。完成学生会成员试用期考核，试用期不合格淘汰委员

2 人、干事 20 人，干事二次纳新 4 人；完成 18 年“工商闪耀星计划”精英训练营

培训；顺利完成学生会、自管会、社联委员会干事纳新和委员换届/组建工作；

顺利完成职能梳理，完成三大组织成员一期培训；设计了三个学生组织的会徽；

制定了和完善了《工商管理学院大学生自我管理与服务委员会章程》、《工商管

理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 

（3）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创意大赛：辽宁省“创青春”创业大赛、辽宁省

彩虹人生大赛、大连市青年创业大赛、全国互联网+创业大赛。目前，获省级一

等奖 1 个，三等奖 5 个，优秀指导教师 1 人。 

（4）持续推进工商文化节品牌活动开展。完成了 2017-2018 年高校二级学

院共青团重点项目《工商管理学院工商文化节》的总结，成功申报立项了

2018-2019 年高校二级学院共青团重点项目《特色商科文化艺术育人体系》；开

展了雷锋月系列活动、3.15 维权知识竞赛、“足梦杯”足球联赛、“风韵杯”风筝大

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托起中国梦”主题演讲比赛、拔河比赛、叠被大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春共筑中国梦”主题班会评比、秋季趣味运动会、迎

新送老晚会、表彰大会暨社团嘉年华、街校共建系列活动。  

五、警钟长鸣、廉政自省 

对待权力，自己做到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一年来，坚持

分管工作经费使用公开、透明，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将建设经费用于实际工作

之需；严格预算，严格遵守学院规定程序，用好学院的每一分钱。 

六、缺点及以后努力的方向 

认真总结反思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提出的缺点和不足，正视问题，提升人格

修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端正学习态度；需要强化学习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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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新精神、新方法，强化研究专业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有效载体形式，强化调

研 00 后大学生新情况、新规律，强化提高工作的大局意识和系统思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