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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建设是推动教师党支部书记逐渐成为党建和学术带头人的
关键一环,也是解决当前 “双带头人”在党建工作中带头作用有待发挥、党务工作能力较弱、梯队人
才建设不足等问题的积极探索。在推动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建设过程中,高校要优化设置与任
用,创新“双带头人”工作机制；强化教育和培训,提高“双带头人”综合素质；完善激励和保障,突显
“双带头人”高尚品质,从而切实发挥“双带头人”的价值与作用。
[关键词] 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Leaders" of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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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leaders" of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of teachers to becom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it is also
an active explo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double leaders" i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lack of
leadership, the weak capacity of Party work and the shortage of echelon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leaders" of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of teachers, colleges should optimize the setup and
appointment, innovate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double leaders",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double leaders" , perfect the encouragement and guarantee, highlight the noble
quality of "double leader",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and role of "double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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