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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和春节期间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支部），党群各部门，各学院、处（室、部、

馆），各直附属单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各单位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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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统筹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确保节日期间

学校安全稳定，让广大师生员工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根据上级

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各单位各部门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克服麻痹思想、厌战

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各项举措，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减少节日期

间校园内人员聚集，加强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群、进口

货物防控，对重点场所采取严格的环境监测和卫生措施，坚决守

住疫情不反弹的底线，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确保

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和“十四

五”规划顺利开局提供更为安全、更加稳定的校园环境。 

二、关心师生员工生活，积极营造节日氛围。学校各级领导

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师生员工，精心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

慰问和送温暖活动，着力解决师生员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要坚持正确导向和健康基调，采取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精心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

活动，坚决抵制低俗之风，丰富节日期间师生文化生活，营造欢

乐、喜庆、和谐的节日氛围。 

三、科学合理安排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各单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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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围绕学校发展大局和改革攻

坚重点项目，严谨细致地安排好学期结束前的教学工作和期末考

试工作，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关系学校和本单位改革发展的

重大问题，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四、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坚决杜绝“节日腐败”。各单

位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坚决制止奢侈浪费和违规违

纪行为。严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用公款支付高消费娱乐健身

活动，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严禁

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严禁违规收送礼金、礼品、消费卡等，

严禁出入私人会所，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严禁

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严禁参与任何形式的黄、赌、

毒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纠正“四风”，自觉接

受各方监督，形成持续加强作风建设的“头雁效应”，坚决杜绝

“节日腐败”。各级党组织要引导党员干部、教职员工崇廉拒腐，

尚俭戒奢，形成廉洁自律、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五、增强防患意识，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各单位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作为安全稳定工作第一责任人，要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

加强安全工作源头防控，完善预案，落实措施，严密防范各类安

全事件、事故的发生。加强交通安全教育，提醒教职工假期出行

注意交通安全，坚决杜绝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保卫部门对节假日

期间学校治安、消防等工作要进行精心安排，制定应急预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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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加强重点部门和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认真排查和化解影

响安全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主动化解矛盾纠纷。学生工

作部门和学院要确保学生寒假离校安全有序，教育学生假期在家

要提高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对元旦、春节期间留校师生做好关

心慰问。后勤部门和医院要扎实做好食品卫生监督检查和传染性、

流行性疾病防范工作。 

六、加强假期值班，保证全校信息畅通。全校要严格执行值

班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位、联络畅通，将

值班情况提前上传至 OA值班安排栏，假期内每天 17:00向学校综

治办报告当日值班情况，电话：88120110，遇有重大情况必须及

时向校领导和党委（校长）办公室报告。 

 

附件：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活动安排 

 

 

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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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活动安排 

序号 拟安排时间 地点 内容 承办单位 

1 12 月 26日 19:30 瑶湖体育馆 交响乐赏析音乐会 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 

2 12月 28日 瑶湖校区 贺岁杯足球赛 工会 

3 12 月 29日 19:30 江西艺术中心音乐厅 2021年新年音乐会 音乐学院 

4 12 月 31日至 1月 2日 瑶湖校区 江西省 2021年“元旦杯”气排球锦标赛 工会 

5 12 月 31日 19:30 青山湖校区分会场 

2021年元旦迎新文艺晚会 

牵头：软件学院 

协办：离退休工作处、音乐学院、体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资产经营公司 

6 12 月 31日 20:30 瑶湖校区主会场 

牵头：团委 

协办：党委（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研究

生工作部、学生处、资产经营公司、保卫处 

7 12 月 31日 20:30 共青校区分会场 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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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 月 31日 22:30 瑶湖校区 慰问一线值班人员 

牵头：党委（校长）办公室 

协办：党委宣传部、资产经营公司、保卫处、 

校医院 

9 1 月 1 日零点 钟楼 敲响新年钟声 

牵头：党委（校长）办公室 

协办：党委宣传部、团委、教务处、资产经营公

司、数学与统计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10 1 月 1 日 校园网 新年献辞 党委（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11 1月 1日  
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给校友的新春贺信，并给

优秀校友寄送纸质新春贺信 
校友工作办公室 

12 1月 1日 10:00 青山湖校区 2021年元旦升国旗仪式 

牵头：武装部 

协办：党委（校长）办公室、学生处、音乐学院、

体育学院、软件学院 

13 1月 4日晚 音乐艺术广场报告厅 “青年干部成长”专题党课 党委组织部 

14 1月 5日 音乐艺术广场报告厅 廉政党课 纪委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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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月上旬 工会办公室 发放教职工节日慰问品 工会 

16 1月上旬 
青山湖校区 

工会多功能厅 
离退休人员新春茶话会 离退休工作处 

17 1月上旬 
青山湖校区离退休处

会议室 
2020年校情通报暨离退休人员意见征求会 离退休工作处 

18 1月上旬 瑶湖校区 党外人士座谈会 党委统战部 

19 1月上旬 瑶湖校区 教师干部代表座谈会 党委组织部、人事处 

20 1月上旬 瑶湖校区 学生代表座谈会 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 

21 1月上旬 音乐艺术广场报告厅 人才与科研工作会 人事处、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 

22 1月 8日 
青山湖校区工会 

多功能厅 
2020年新退休教职工荣休典礼 

牵头：人事处 

协办：党委（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 

离退休工作处、团委、音乐学院 

23 1月 9日 青山湖校区体育馆 教职工迎新年羽毛球对抗赛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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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月中旬 瑶湖校区 年终考核 

牵头：党委组织部 

协办：党委（校长）办公室、发展规划办公室、

人事处 

25 1月 22日  

看望学校老领导、走访专家、学者、统战人

士代表，慰问离退休人员及 85岁以上退休

教职工代表 

牵头：党委（校长）办公室 

协办：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离退休工作处、

工会、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人事处 

26 1月 23日 待定 
2020年校情通报暨“两会”代表、委员欢

送会 
党委统战部 

27 1月 26日 青山湖校区 走访慰问军属 武装部 

28 

职能部门 

自行安排 

时间 

南昌、宜春、 

吉安、赣州 
看望慰问 6名高层次人才挂职干部 党委组织部、相关学院党委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 党委组织部、离退休工作处 

 走访慰问困难教职工 工会 

广昌县驿前镇驿前村 走访扶贫点 党委统战部 

备注：以上活动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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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