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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的实践与思考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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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继承和发扬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后，如何更好地发挥支部教育党员、监督党员、管理党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
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为研究对象，针对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深入探讨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后，强化基层党建的工作方法。指出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政治建
设、组织建设及监督职能是改善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模式下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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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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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团结群众的核心、
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在社会基层
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7 月
3—4 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关键是从严抓好落实。要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
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
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经过中
国共产党不断的实践总结、完善，“支部建在连

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的实践意义
资划所是以土壤肥料、农业资源利用和区域

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级公益性综合研究机构。为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中 国 共 产 党 支 部 工 作 条 例 （试
行）》，加强党对农业科研工作的领导，切实把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贺信中
提出的“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的总体要求落
实到每个党支部和每个科研团队，中国农业科学
院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开展“红旗党支部”创建活

上”成为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对农业科

动，资划所党委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以“红旗

研单位而言，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

党支部”创建为契机，借鉴“支部建在连上”的

为激发创新活力，必须打破不利于创新发展的旧

党建模式，一个科研团队建立一个党支部。经换

的体制机制的束缚，探索并建立有利于激发创新
思维、培养创新人才的科研管理新模式。相应地，
在新模式下，如何有效发挥党建工作优势，以党
[2]

建促科研、促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以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以下简称
“资划所”） 为例，通过梳理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
的实践，指出了“支部—科研团队”一对一模式
下加强党建工作的基本方法。

届调整，重新设置科研党支部 14 个，与 14 个科研

团队一一对应。支部建在创新团队上，一个团队建
立一个支部，继承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
统，为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紧密融合提供了抓手[3]。

2

党支部建在创新团队上的实践举措

2. 1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
科研单位以“研”为本，只有尊重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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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发挥科研人员主人翁作用、善于凝聚

中心工作开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科研人员的智慧力量，才能把科研搞好。“党支部

党支部工作和科研团队工作有机结合，真正做到

建在科研团队”是民主集中制在科研单位基层党

了党建与中心工作同布置同研究，有效缓解了党

组织构成的主要形式和领导活动中的具体运用，

建与科研“两张皮”现象。党支部带领团队科研

以集体的渠道掌握情况，以集体的智慧实施决策，

人员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对标

以集体的力量分工落实，有效调动了广大科研人

“三个面向”，全面推进团队学科建设。如科研一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确保科研团队建设始终充满

支部所在的植物营养团队，支部开展组织生活时，

生机活力。资划所完成支部换届调整后，科研党

邀请团队人员参加，共商团队发展大计。通过对

支部书记分别由 3 名科研团队首席、9 名青年首席
助理、2 名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的党员担任，团
队首席、青年助理首席占到 86%，既是首席、青
年助理首席，又是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使他们

在开展工作时更加顺畅，使党支部更深入地参与
团队建设、科研方向、学科设置、选人用人、经
费使用等工作，更好地发挥方向引领、示范模范、
监督检查的作用。
2. 2 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组织生活制度
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后，促进了“三会一课”
的落实及主题党日活动的有效开展。党支部的组
织生活不再拘泥于单纯的理论学习，各支部围绕
科研创新、“三个面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中心工作，以“三会一课”为载体，通过研讨会、
报告会、学术交流等形式，通报团队科研进展、
了解前沿科技成果、分析团队工作现状，进而明
确下一步工作目标，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同时，
主题党日活动紧密结合解决“三农”问题、助力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主战场，引导科研人员潜心
科研，走出实验室、走出大院大所，走进乡村农
户、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

标国际植物营养学科一流科研院所，从人才队伍、
平台建设、重大产出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通
过自我加压，开拓进取，努力整合团队资源，以
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为目标，促进了重大成果产出，
团队研发的“主要零食作物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关
键技术”获 2020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4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资划所党支部调整后，2019—2020 年研究所
主持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
共 24 项，其中党员主持 22 项，占 92%；2020 年研

究所获省部级以上批示 53 项，其中 36 项为党员获

得，占 68%。2019 年，有 4 名党员被研究所评为

“2019 年度科技标兵”，占科技标兵总数的 40%。
2020 年有 5 名党员被研究所评为“2020 年度科技
标兵”，占科技标兵总数的 56%。同时，资划所科

研一支部书记和科研十四支部书记带领的团队分
别荣获“中国农业科学院优秀首席科学家”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优秀创新团队”；科研二支部书
记和科研十二支部分别获“中国农业科学院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先进基层党组

创新团队建设实情，沉下去调查农情、了解民情，

织”。以上荣誉的获得者，为广大科研人员树立了

学习先进的科研方法和经验、了解科研工作的实

标杆，有效发挥了党建促科研的引领作用和党员

际成效、落实科技扶贫的重要任务。自 2019 年 3

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科

次，组织党课 89 次，党支部在主题党日活动期间，

情防控各项安排，落实联防联控机制，在打赢疫

月来，14 个科研支部累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249

研党支部党员主动请缨、冲锋在前，坚决执行疫

不定期召开团队业务工作沟通会、座谈会，交流

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业务科研工作进展，查找业务工作的短板，同时

总的来说，党支部建在创新团队上，是加强

做好政治理论学习的宣贯。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实选择，既可以在创新团队

2. 3 有利于更好地聚焦中心工作

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党建工作

资划所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后，党支部能够

渗透到科学研究的环节，又可以通过组织的思想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部

引领作用，促进整个创新团队的思想凝聚和业务

署新要求，拉近了党和科研人员的联系，实现了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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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建在创新团队上面临的实际问题
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拉近党与科研人员的

联系，拓宽党建工作思路，有效缓解党建与科研
“两张皮”现象。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对
“支部建在团队”后，观念转变还不及时，对基层
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在抓党支部建设
用力上还不均衡；新上任的党务干部经验缺乏，
有的党支部对党员教育管理“弱化”，组织生活不
够规范；有的兼职党务干部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思
想，抓业务投入更多、抓党建精力不足，工作方
法简单、活动形式单一。

4

创新团队加强党建工作的思考

4. 1 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认识
一是党支部要支持团队首席的工作。党支部
与团队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思想方
面，遇到问题支部要配合团队首席进行分析，协
助团队首席与团队成员沟通联系，统一思想；在
业务方面，支部要积极主动参与，为团队发展建
言献策，协助首席把握团队发展方向、推动相关
工作，起到引领作用。二是团队首席应充分听取
党支部的意见建议。党支部能够聆听到团队最基
层的声音、能够掌握团队最实际的情况，团队首
席应随时保持与支部的沟通交流，认真听取支部
的意见建议，更好地解决团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尤其是非中共党员的团队首席，更应正
确认识党支部在团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支持党支
部的工作，为党支部活动提供便利。三是团队应
发挥党支部推动工作落实的优势。党支部工作应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全面贯彻落实“三个
面向、两个一流”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最大的政治任务，确保创新团队方向不
偏离“三个面向”，有效避免在团队建设中，团队
成员个人出现思想问题或团队整体出现倾向性的
思想问题。
4. 3 加强组织建设，发挥好“两个作用”
一是要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思
想上，党支部给团队以更高的指引，使团队成员
认清形势，辨明方向，促进团队日常工作的良性
运作，支委班子思想统一、全体党员鼎力支持，
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业务上，要加强对支
委班子业务素质能力的培训，尽快提升履职能力。
二是要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选树先
进典型，激发党员的积极性、自豪感、责任感，
使他们在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各项
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对于思想正派、
科研业绩突出的科研骨干，党支部要第一时间发
现、培养，列为重点发展对象，调动他们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向党组织靠拢。
4. 4 加强监督职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将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更有利于落实组织
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一是引导团队首席应
正确看待手中权力，合理合规使用科研经费，公
正公平分配团队利益，以公道正派廉洁的形象带
好团队。二是引导支部委员强化政治荣誉感和责
任使命感，增强政治意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民主决策、团结协作，确保带领党员群众顾大局、
明方向，圆满完成党支部的各项任务，推动中心

围绕科技创新中心任务、着眼推动团队全面建设

工作的开展。

和战斗力水平、紧密联系团队实际来开展的，团

5

队要强化支委会议事决策职能，允许支委会参与

2021 年

结束语

讨论团队重要事项。团队内部遇到首席不好推动

党的十九大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

的工作，由党支部牵头，出面解决，更有利于工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

作落实，效果更好[4]。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并强调

4. 2 加强政治建设，突出政治功能
党支部应围绕党和国家重要工作部署及团队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作为农业科研单位，无论管理模式如何变化，只

中心工作，针对团队成员思想情况，做好思想政

有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一起谋划、同频共振，

治工作，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将解决思想问题与

才能使党建与业务联系得更紧、结合得更实，从

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而推动支部与团队共融，更好地发挥支部战斗堡

促使团队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垒作用，提高科研团队战斗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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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THE PARTY BRANCH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A CASE STUDY OF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CADEMY OF AGRICULUTRAL SCIENCES
Zhu Lili，Wang Fang※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is built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the Party branch is built in the company", entering a new

era and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After the Party branch of CPC is built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how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Party branch in educating, supervising and managing party members, organizing,
publicizing, condensing and serving the masses, and realize the all-round progress of the party'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aking th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Planning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research aimed

at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the Party branch of CPC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deeply discussed the
working 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the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after the Party branch of CPC was built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the Party branch

of CPC unde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mode is to change the concept, unify th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functions.
Keywords

Party branch of CPC；scientific research team；working method of Party building of C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