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智慧党建背景

二 党建平台介绍

三 党建平台特色



智慧党建背景
第一部分

党领新时代 智慧新党建
习近平：网络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



十九大新要求指明新方向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

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

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 —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智慧信息化背景

2015/04/19

• 终版印发《关于
在县级以上领导
干部中开展“
三 严三实” 专
题教 育方案》

2015/09/20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的
若干意见》

2015/09/28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
社会组织党的建
设 工 作 的 意
见
（试行）》

2016/01/15

• 刘云山同志指出
“ 要建立党员
电 子身份信息
” ， 赵乐际
部长指出
“ 推动基层党
建 与信息技术
高度 融合”

2016/10/24

• 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的胜利召开，
确定了全面从严
治党这一治国理
政的重大方针政
策

2017/10/18

• 十九大提出“ 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全
党等8方面，推进
党建工作新发展。

密集频发的党建政策及意见，我们如何有效应对且切实落实？

——智慧党建平台是我们的基石



新时代下的党建工作困境

1
全体党员管理难

党组织、党员对象分散繁多，管理困难
2

三会一课开展难

组织分散的党员进行培训耗时耗力耗财

3
党建工作管理难

汇报周期长，考核客观难，党建活动组织难
4

党务工作总结难

党务信息公开方式古旧，信息透明公开难

5
爱心关怀渠道难

激励、关怀、帮扶很难找到渠道，不能及时

了解

6
先进事迹推广难

组织开大会费时费力，文件下发不生动



党领新时代 智慧新党
建

对此，我司针对新时代新党建的建设总要求，

搭建“智慧党建”解决方案，依据机关党建工作

制度与规则，围绕党建工作要求、党的组织生活

管理、党员教育培训、党员管理等方面，覆盖 “

党员管理、党组织管理、党群活动、教育学习、

重点专项工作、考核评估”等党建工作全维度应

用，一方面大幅减轻重复工作强度、提高效率，

更重要的是，创新了党建工作模式，通过更集中

的平台、更有效的途径，加强党员管理与服务，

让党员教育培训更加丰富而灵活，提升党建工作

水平。



党建平台介绍
第二部分

党领新时代 智慧新党建
习近平：网络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



智慧党建平台

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新形势下，我们从顶层设计和最基层现状

入 手，精准分析党建业务需求，通过电脑与智能手机相结合的操作模式，将党

建工 作的本质要求放在第一位，服务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服务党务工作者新

要求， 实现党建+互联网，真正做到了把党建工作“ 抓在了平时、抓到了实

处、抓出了 成效” 。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

通过整合不同党组织实际需求与我司多年

开发经验，我司开发出一套整合了党建门户、

党建应用插件、党建APP，党建微信、大屏终

端、党员学习平台、党务工作平台、群团服务

平台、党建监督平台、党务管理平台和党建大

数据分析平台的党建整体解决方案。

帮助各级党委通过建立统一的党建信息平

台，让各级党组织、基层党员、流动党员可以

实现线上党内生活，助力党员凝聚力的提升。



智慧党建平台整体系统架构介绍

五大业务平台，四大核心数据库，多对象，多终端，全方位运用的智慧党建新平台。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 9大平台功能

1、党建业务

7、党员工作
3、互动交流

4、组织生活

5、党建大数据分析

2、党员教育

6、党建门户

8、党群服务

9、党建管理

智慧党建平台主要由党建门户、党建APP为展现形式集合党建业务功能、党员教育功能、互动交

流功能、组织生活功能、党建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建整体解决方案。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建业务平台

“ 党建业务平台，党建工作者的管理平台，

主要包括党组织管理、党员管理、党务

百宝箱、党员发展、支部排行、党员风

采、支部通讯录、问卷调查、投票表决

以及其他党务工作上的管理功能。

”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建业务平台

党组织管理主要对党组织架构进行管理，形成清晰的组织架构树，组织关系一目了

然。管理员可以对党组织相关的信息进行维护操作，包括党委、支部的增加、删除、

修改等。方便建立健全且强有效的管理机制。

党组织管理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建业务平台

党员管理主要对对党员信息资料进行添加，上传及

维护的操作功能。主要包括党员基本情况、党员等

级、党内生活情况、党员资料变更、党员历程、党

员积分等信息。

党员管理

对入党的流程进行详细说明，党员可以清楚的识

别入党的5个身份以及25个子流程。管理员对入党

申请人后台进行。入党积极份子可以通过手机

APP识别到自己当前所处身份以及接下来要经历

的入党流程。

党员发展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员教育平台

“ 党员教育平台，集课程学

习、在线考试、答题闯关

等，党员可以在平台上随

时进行学习，对应的每门

课程都有积分奖励，学习

课程丰富、学习方式新颖、

党员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

愉快的进行学习，极大的

增大了党员兴趣。

”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员教育平台

管理员通过后台可以课程，课程可以是视频也可以是文档，党员则通过网页或者手

机APP进行学习，课程学习可以获取积分，很好的增强党员学习的兴趣。

分类管理 课程管理 学习笔记 学习记录

每个课程可以设置相应的试题，党员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答题，加强对知识点的

印象，同时也丰富了整个学习的过程，答题解析及时反馈，使党员能快速掌握知识点。

课程答题

课程学习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员教育平台

管理员通过后台可以发起考试，党员可以通过手

机app在线答题考试，得分错题解析立刻知晓，后

台也可设置可允许多次答题，取最高分为最后得

分，试题随机，保证党员能真正参与学习，方能

完成考试

在线考试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员教育平台

党员网上学习教育系统涉及到固定和移动学习

系统（集成于智慧党建移动平台），除使用电脑外，

还针对便携式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

进行的数字化学习。

基于无线互联网的移动学习方案，强调“随

时、随地、随身”的碎片式学习。支持用户通过

移 动设备实施远程教学过程，实现机关党员随时

随地 便捷地进行学习与交流，为学习终身化和社

会化提 供了技术支持。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互动交流平台

“
互动交流平台，党员之间的朋友圈，方

便党员交流互动，可以点赞评论、可以

转发，大家分享学习，工作心得等，真

正拉进党员之间的距离，实现党员之间

的紧密联系。党建动态部分，方便党员

及时了解党建资讯和组织生活动态。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组织生活平台

“
“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制度是基层党支部建设的一

项基本制度，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色，健全党的组织生

活，改进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制度。智慧党建云平

台APP把传统组织生活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全流程线上

操作，方便快捷，会议过程全记录，有效的保障了大家

能及时高效的开展组织生活。

”



三会一课作为党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传统线下三会一课很

容易出现到会不齐，会议内容记录不全的现象。而线上三会一课功能则可以很好的解

决这些问题，管理员从后台发起三会一课通知，党员手机收到通知，确定参会，会议

时间到大家通过APP进入会议，主持人可以组织大家踊跃发言，发言内容APP全记录。

会后管理员对会议内容进行整理则可以推送咨询到前台。

三会一课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组织生活平台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组织生活平台

民主评议党员，组织委员发起评议，推送通知给到党员，党员填写自评，开始评议，

党员阅读评议流程，查看被评议党员清单，通过APP可以对当前自我批评党员进行

评议，评议结果后台自动生成。

民主评议党员

新增

民主评议

配置

评议信息 发布 党员参与 查看结果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组织生活平台

在线投票

珍贵照片永久保存， 方便实时查阅， 相册以
精美瀑布 流形式呈现，支持评论、点赞。

活动相册

及时听取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心声，

提高决策效率。



智慧党建平台功能介绍——大数据分析

党建大数据分析是将党员和党组织相关工作或

活动信息以表格、图表的形式进行数据展现的

平台。此模块主要是对党建相关信息进行数据

整合分析和展示。用户一目了然具体的党员和

党组织的现状，助力党建工作有效的开展。

助力解决党建工作管理难的新时代挑战

党务工作统计报告

党组织活动专题报告

学习教育专题报告

党建工作考核报告

党员基础信息报告

党费缴纳专题报告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建门户平台

门户
网站

党建聚焦、组织

在线、党组织地图、

党建专题栏目。

工作
平台

公文收发、

信息发布、目

标管理、结对

共建。

机关
建设

电子报纸

网上投稿

网上
支部

我的网上

党支部、个人

空间

志愿
服务

党员志愿服务

智慧党建统一门户，统一化集约化的页面管理模式。



智慧党建平台功能介绍——党员工作平台

手机

电视

三会一课
本系统中上级党组织可以通过电脑、电视、手

机等多种终端，结合基层可视化系统，对三会

一课从安排学习计划、到学习过程管控再到学

习心得收集，实现全程跟踪，并可保存实时图

像，以实现三会一课的有效监管。

助力解决党建工作三会一课开展难的新时代挑战

电脑

三会一课常态学习

网上交党费

接入常用支付平台，方便党员，实现随时随地

的党费上交。电子化党费票据，节流环保。



智慧党建平台介绍—党群服务平台

建立党群服务中心、党群E家、党员U站“三 大 平 台

”， 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构建和谐的党群家园，

充分体 现出党组织密切群主联系、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

里”、“最后一步路”问题的决心。

书记信箱党员志愿者 结对共建



智慧党建平台功能介绍—党建管理平台

阳光
考核

无纸
考核

考核内容、评分标准、
评分记录一览无余

更科学、更有效、更环
保

特有考核体系

建立属于党组织特有的绩效考核体系，实现了党

员、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年度目标一览无余，

评分标准一清二楚，实现“ 阳光” 考核，提供

客 观评优依据。



党建平台特色
第三部分

党领新时代 智慧新党建
习近平：网络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



智慧党建平台特色——简单+党建

简单易用，会用微信就会用党建

鉴于党员情况各有不同，该系统采用

产品设计中“简约化战略” 的设计

思 路，全部操作均采用尽量简单化

的操 作模式，务求达到“会聊微

信就会用 党建”的用户体验

组织
管理

工作
安排

学习
教育

目标
管理



智慧党建平台特色——生活+党建

多位一体，组织生活无处不在

平台为可以提供电脑、手机、智慧大屏、

自助终端、机顶盒等多种操作界面，并结

合O2O（Online To Offline）的理念，实

现组织生活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开展，让广

大党员用户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组织

生活，真正实现组织生活“ 无处不在”

。

党课
学习

群众
关扶

活动
签到

移动
党务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