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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 省 教 育 厅

辽教通〔2022〕148号

关于在全省高校全面启动建设校级网络
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宣传部长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全

省教育系统网络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构建“国家—省级—

高校”三级网络思政体系，集聚高校网络文化育人合力。经研究，

省教育厅决定在全省高校全面启动建设校级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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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标

通过校级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的建设,加强对各高校

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统筹和协调联动,强化思想价值引领，强化

“互联网+思政”创新，构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体系，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认同力，推动形成

高校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同向同行的高校网络育人工作格局,

切实推动各高校整合网络平台、丰富网络内容、建强网络队伍、

推进成果评价,打造兼具引领性、教育性和安全性的强大网络精神

高地，充分发挥网络文化育人功能。

二、中心职能

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要强化资源统筹配置，推动校

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普

及与共享。主要开展以下七方面工作：

1.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完善制度体系，统筹

整合校内网络思想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推动将网络

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学校事业发展总体布局，纳入党的建设、思想

政治教育、平安校园建设、文明单位创建、教育教学评估等工作

体系。

2.推动共建落地。统筹本校易班推广建设工作，支持和推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中国大学生在线、辽宁大学生在线联

盟、辽宁省易班网在学校的共建工作，着力推动校园网及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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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统筹发展，推动智慧思政建设，推进易班校本化，开发特色

项目，组织考核评估，推广建设经验。

3.繁荣网络文化。探索高校网络文化建设长效机制，组织广

大师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和“高校网络教

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等网络文化建设活动，引导广大师生积极

参与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与传播。

4.开展调查研究。开展高校网络育人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

开展师生网络思想行为的调研分析，开展学校网络意识形态研判

分析、舆情引导的研究和研判工作。

5.提升学术水平。开展网络思想政治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承担学术课题、发表学术成果，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学

理支撑。

6.服务思政教学。发挥互联网特点和优势，落实教育部和省

教育厅关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关要求，服务“互联网+

思政课”教学改革，推动构建“大思政课”建设。

7.强化队伍建设。制定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规划,

定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组织开展培育“网络教育

名师”和“校园好网民”等网络人才队伍建设活动，切实提升广

大师生网络文化素养。定期组织召开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会,

选树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推动网络育人顺利开展。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省教育厅负责全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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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组织、建设、统筹、协调、督查等工作，统筹协调省校两

级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各高校负责本校网络思想政治工

作中心日常建设，推动学校网络育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2.建立工作机构。各高校要把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立

德树人工作的重点推进，组建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统筹推进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

作。

3.强化工作保障。各高校要为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设

置专职人员编制至少 1人，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兼职工作岗位。要

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落实生均 30元网络思政专项经费，重点

用于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设。要配备必要的工作场地，为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4.严格工作考核。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要每半年提

交工作进展报告，经学校审定后报送省教育厅。各高校要加强工

作指导，抓好任务落实，强化考核评估。省教育厅不定期组织对

各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设情况进行抽查。

四、进度安排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尽快启动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

设相关事宜。2022年 9月 30日前，各高校按照要求研究制定学

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设方案，并正式启动学校网络思想政

治工作中心建设。方案包含建设基础、目标方向、运行机制、条

件保障、进度安排等方面内容。方案名称统一为“XX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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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设方案”。方案纸质版盖章报送省教育

厅，电子版同时发送至 stuln200702@163.com，并提供联系人姓

名、职务和联系方式。

五、联系方式

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联系人：张潇，电话 024-86912466；

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联系人：梁士朋，电话

13504071731；邮箱 stuln200702@163.com；

邮寄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中路 25号沈阳建筑大学（辽宁

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邮编 110000。

附件：校级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设标准（试行）

辽宁省教育厅

2022年 8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辽宁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拟文 2022年 8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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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
建设标准（校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详细要求

1.组织领导

1.1 学校重视

1.1.1 成立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

组；

1.1.2 学校党委对中心建设与管理有明确

要求,并提供政策支持；

1.1.3 学校领导每年参加中心活动≥2 次。

1.2 资源调动

1.2.1 整合学校网络建设管理资源；

1.2.2 调动本校各部门、院系积极参与、支

持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2.阵地建设

2.1 推动共建

2.1.1 推进易班共建工作，推动易班校本化

建设，开展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和中

国大学生在线联动；

2.1.2 与辽宁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心保持联动，落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部署任务。

2.2 建设平台

2.2.1 完善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媒体矩

阵；

2.2.2 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平台开发并与学

校智慧校园建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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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创作

3.1 制定策略
3.1.1 探索网络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3.1.2 健全网络文化作品创作激励机制。

3.2 组织实施

3.2.1 组织参与全国和全省“大学生网络文

化节”和“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

活动；

3.2.2 推进学校网络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丰

富网络文化内容供给；

3.2.3 做好优秀网络文化作品的传播。

4.网络宣传

4.1 校级宣传

4.1.1 通过学校各级网站、微信、微博、各

短视频平台等开展网络思政宣传教育；

4.1.2 策划开展校内线上网络文化活动，传

播网络正能量。

4.2 省校联动

4.2.1 积极向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心报送重要思政类新闻稿件；

4.2.2 积极向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心推荐优秀原创网络文化作品；

4.2.3 与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联

动开展全省高校网络文化活动宣传。

5.大思政课5.1 制定策略

5.1.1 制定学校“互联网+思政课”工作方

案；

5.1.2 制定学校“互联网+课程思政”工作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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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组织实施

5.2.1 建设思政课网络教学平台；

5.2.2 开展思政课网络金课、微课建设；

5.2.3 开展思政课网络集体备课。

6.调查研究

6.1 开展调研

6.1.1 统筹协调本校开展高校师生思想政

治状况调查；

6.1.2 做好本校师生网络思想行为的调研

分析；

6.1.3 深入开展网络意识形态研判分析、舆

情引导的研究和研判工作。

6.2 深化研究

6.2.1 定期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提交网络思想

政治工作相关工作调研和政策咨询报告；

6.2.2 积极开展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课

题立项，发表网络思政类论文，出版网络思

政类专著。

7.队伍建设

7.1 制定规划

7.1.1 制定本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

设规划；

7.1.2 制定本校“网络教育名师”和“校园

好网民”的培育与支持规划。

7.2 开展培训

7.2.1每年至少举办2次学校网络思想政治

相关培训；

7.2.2 有科学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培训工作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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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推动交流

7.3.1 定期召开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任务。

7.3.2 选送优秀干部参与全省高校网络思

政骨干挂职交流。

8.基本保障

8.1 经费保障

8.1.1 落实生均 30 元网络思政专项经费；

8.1.2 网络思政专项经费确保专款专用，作

为学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易班发展中

心工作经费来源。

8.2 人员保障

8.2.1 设置网络思政工作部门；

8.2.2 配备专职人员至少 1人、兼职工作人

员若干,且人员队伍较为稳定；

8.2.3 制定工作人员考核激励政策。

8.3 办公场所

8.3.1 设有专用办公场所及活动场地；

8.3.2 配备设施齐全的多媒体会议室；

8.3.3 办公设施及场地维护经费能够得到

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