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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  

─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組織 



第一節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黨的委員會 

第十九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團級以上單

位的各級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委員會，是黨的各級領導機關。

黨的各級委員會向同級黨的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第二十條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由同級黨的委員會召集，每五

年舉行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如需提前或延期舉行，應當經上一

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延長期限不得超過一年。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和選舉辦法，由同級黨的委員

會按照有利於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有利於討論決定問題和代表具

有廣泛性的原則確定，並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大軍區、副

大軍區級單位黨的代表大會。所屬團級以上單位一般應有代表出

席；軍級單位黨的代表大會，所以營級以上單位一般應有代表出

席；師、旅、團級單位黨的代表大會，所屬連級以上單位一般應

有代表出席。不足二百名正式黨員的單位可以召開黨員大會。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應當體現選舉人

的意志。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可以直接採用候選人數多

於應選人數的差額選舉辦法進行正式選舉。不論採用哪種差額選

舉方式。候選人名單必須經黨組織和選舉人充分醞釀討論；代表

候選人數比應選人數至少多百分之二十，委員候選人數比應選人

數至少多百分之十。被選舉人獲得贊成票超過應到會有選舉權人

數半數的，始得當選。 

第二十一條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職權是： 

 

（一）聽取和審查同級黨的委員會的報告。 

（二）聽取和審查同級黨的紀律檢查委員的報告。 

（三）討論本單位的重大問題，並作出決議。 

（四） 選舉同級黨的委員會，選舉同級黨的紀律檢查委員

會。 

第二十二條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黨的各級委員會

在必要時可以召集代表會議，討論和決定需要及時解決的重大問



題。代表會議的名額和產生辦法，由召集代表會議的委員會決定。 

第二十三條  黨的各級委員會，每屆任期五年。黨的各級委

員會委員的名額，分別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決定。師級以上單位

黨的委員會委員必須是有五年以上黨齡的中國共產黨黨員，旅、

團級單位黨的委員會委員必須是有三年以上黨齡的中國共產黨

黨員。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

備案。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由同級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

等額選舉產生，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常務委員會的名額一

般為五到十一人。常務委員會在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

行使委員會的職權，向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負責，並定期報告工

作。常務委員會在下屆黨的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繼續主持經常工

作，直至新的常務委員會產生為止。 

省軍區（節戍區、警備區）、軍分區（警備區）、縣（市、區）

人民武裝部和預備役師、團黨的委員會第一書記，由地方同級黨

的委員會書記兼任。 

黨的各級委員會的成員，調離本單位或免職、轉業、復員、

離休、退休時，其在黨的委員會的職務即自行免除。黨的各級委

員會成員出現缺額，由常務委員會提出增補意見，報上一級的黨

的委員會批准，必要時可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指定。 

第二十四條  黨的各級委員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統一領

導本單位的工作。需要黨的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是： 

（一）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律，軍隊的

法規、規章，上級黨的委員會決議和上級首長、領導

機關的命令、指示的貫徹執行。 

（二）部隊的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建設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的學習。 

（三）黨組織建設、黨的紀律檢查工作，共青團建設的重大

問題。 

（四）部隊作戰、訓練和建設的方針原則，年度和階段性工

作計劃，完成重大任務的要求和措施。 



（五）領導班子的調整配備，幹部的考核、選拔、培養、任

免、調配、獎懲、軍銜和職級的調整。 

（六）本級黨的代表大會和黨的委員會決議的貫徹執行情

況，向上級黨的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向本級黨代表大

會的報告。 

（七）生產經營活動的方針政策和重大經費開支。 

（八）其他必須由黨的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 

第二十五條  獨立執行任務時間較長的臨時單位，應當成立

黨的臨時委員會。黨的臨時委員會的組成、職權、隸屬關係，由

批准其成立的黨的委員會決定。 

第二十六條   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

則，貫徹執行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做到： 

（一）對本單位實行統一領導。一切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委

員會討論決定，在緊急的情況下，可由首長臨機處置，

但事後必須及時向黨的委員會報告，並接受檢查。 

（二）堅持集體領導。凡屬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委員會民主

討論，集體作出決定，個人不得專斷。討論問題，必

須充分發揚民主；決定問題，必須嚴格執行少數服從

多數的原則。決定重要問題，要進行表決。黨的委員

會成員必須有全局觀念，積極參加和維護集體領導；

對黨的委員會的決定如有不同意見，可以聲明保留，

並有權向上級黨的委員會直至中央提出，但在本級或

上級黨的委員會未改變決定之前，必須堅決執行。 

（三）黨的委員會作出決定後，由軍政首長分工負責貫徹執

行。屬於軍事工作方面的，由軍事主官負責組織實施；

屬於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委員負責組織實施。軍

政首長必須服從黨的委員會的領導，執行黨的委員會

的決議，積極主動地履行職責，密切合作，互相支持。

黨的委員會不得包攬行政事務，應當支持行政首長獨

立負責的工作。 

（四）在黨的委員會中。書記和委員享有平等的權利，個人



不能決定重大問題或改變委員會的決定。書記必須有

堅強的黨性和良好的民主作風。虛心聽取委員的意

見，善於集中大家的智慧，充分發揮委員的作用。書

記對自己和黨的委員會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應當主動

檢查勇於承擔責任，自覺接受委員會的監督。 

黨的各級委員會應當根據上級的有關規定和本單位的實際

情況，制定議事規則，保證實行民主的科學的決策。 

第二十七條  黨的各級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大軍區、副大軍

區級單位每年至少召開一次，軍、師級單位每半年至少召開一

次，旅、團級單位每季度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八條 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貫徹從嚴治黨的方針，大

力加強自身建設。認真學習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和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學習

現代軍事知識和高科技知識，不斷提高理論政策水平和領導能

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創造性地工作；

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黨委的集體領導；定期召開黨的

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正確處理黨內矛盾，互相信

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增強領導班子團結；嚴守黨的紀律，

自覺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密切聯繫群眾，加強黨風和廉政建設。 

第二節  黨的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 

第二十九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團級以上

單位設立的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是各級維護和執行黨的紀律的

檢查機關。在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上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的雙重領導

下進行工作。  
第三十條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紀律檢查委員會，是

全軍黨的紀律檢查機關，其組成人員由中央軍委決定。中央軍委

紀律檢查委員會在中央軍委和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的雙重領導

下，與總政治部共同負責全軍黨的紀律檢查工作。  
團級以上單位黨的紀律檢查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



舉產生，名額七至十一人，設書記、副書記，不設常務委員會。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紀律檢查委員會，報上一級黨的委

員會、紀律檢查委員會備案；黨的紀律檢查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書

記、副書記，由同級黨的委員會通過後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

准。黨的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每屆任期和同級黨的委員會相同。

黨的支部委員會和總支部委員會設紀律檢查委員。  
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的成員，調離本單位或免職、轉業、復

員、離休、退休時，其在紀律檢查委員會的職務即自行免除。缺

額由該級紀律檢查委員會提出增補意見，委員由同級黨的委員會

審批，書記、副書記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  
第三十一條 黨的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  
（一）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檢查監督黨的路線、 

方針、政策和中央軍委的決議、命令、指示以及上級  
黨的委員會與上級紀律檢查委員會決議的貫徹執行， 
保證黨組織和黨員在思想上、政治上、行動上同黨中  
央保持高度一致。  

（二）調查分析本單位的黨風黨紀狀況，協助黨的委員會加  
強黨風和廉政建設；協同政治機關對黨員進行黨性、 
黨風、黨紀教育，作出關於維護黨紀的決定。  

（三）檢查和處理黨的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  
法規的案件。  

（四）對同級和下級黨的委員會及其成員執行民主集中制、 
遵守黨紀的情況以及思想作風狀況，進行檢查和監

督。  
（五）受理對黨組織和黨員違犯黨紀的檢舉和控告，受理黨  

員的申訴，檢查和處理對黨員的打擊報復和誣告陷害  
等問題，維護黨員的民主權利。  

（六）向同級黨的代表大會、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上級紀律檢  
查委員會報告工作。  

第三十二條 黨的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的職權是﹔  
（一）對所屬黨的組織和黨員違犯黨紀的行為，有權進行檢  



查；按照黨的政策和職權範圍，有權決定、改變或取  
消對黨員的處分。  

（二）發現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他的成員有違犯黨紀的情況， 
應當向同級黨的委員會提出；在同級黨的委員會不給  
予解決或不給予正確解決時，有權向上級紀律檢查委  
員會提出申訴，請求協助處理。對同級黨的委員會委  
員違犯黨紀的行為，可以先進行初步核實，如果需要  
立案檢查的，應報同級黨的委員會批准；涉及常務委  
員的，經報告同級黨的委員會後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  
或紀律檢查委員會批准。對同級黨的委員會處理案件  
的決定有不同意見，可以請求上一級紀律檢查委員會  
予以複查。  

（三）上級紀律檢查委員會有權檢查下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的 

工作，並且有權批准和改變下級紀律檢查委員會對於 

案件所作的決定。如果所要改變的該下級紀律檢查委 

員會的決定，已經得到它的同級黨的委員會的批准， 

這種改變必須經過它的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對特 

別重要或複雜案件的檢查處理，必須向同級黨的委員 

會和上級紀律檢查委員會報告。 

第三十三條 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凡遇重大問題，

必須經過委員會集體討論決定。檢查處理黨組織和黨員違犯黨紀

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黨內法規為準繩。各級紀律檢查委

員會應當及時向同級黨的委員會請示報告工作，重視聽取黨員和

群眾對紀律檢查工作的批評和建議，接受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 

第三十四條 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成員，應當認真學習馬克

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

和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熟悉國家法律和黨的法規，提高理論

政策水平；堅持原則，忠於職守，堅決同違法亂紀現象和各種不

正之風作鬥爭；實事求是，公道正派，密切聯繫群眾，深入調查

研究，正確處理違紀案件；廉潔奉公，以身作則，做遵紀守法和

端正黨風的模範。  



第三節  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和直屬委員

會 

第三十五條  黨參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設立黨的委員

會。其組成、職權及產生方式，由中央軍委根據《中國共產黨章

程》的有關規定和實際情況決定。各總部機關和二級部黨的組織

設置、組成、職權及產生方式，由該總部黨的委員會決定。 

第三十六條  大軍區、副大軍區、軍、旅級單位的司令部、

政治部、後勤部、裝備技術部，分別設立黨的委員會。司令部、

政治部黨的委員會，設書記、副書記，不設常務委員會，其成員

由同級部隊黨的委員會指定。後勤部、裝備技術部黨的委員會，

由黨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選舉產生，設書記、副書記，其中大軍

區、副大軍區級單位設五至九人的常務委員會，軍、師、旅級單

位一般不設常務委員會。 

各級機關黨的委員會在同級部隊黨的委員會的領導下，討論

決定本機關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和自身建設問題，對直屬單位實行

統一領導。各級機關黨的委員會行使低於同級部隊黨的委員會一

個等級的權限。 

第三十七條  大軍區、副大軍區、軍、師、旅級單位的司令

部、政治部、後勤部、裝備技術部，直屬單位較多的，可在設立

機關黨的委員會的同時，設立黨的直屬委員會。 

各級機關黨的直屬委員會，由黨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選舉產

生，設書記、副書記，委員人數多的設五至七人的常務委員會。

直屬委員會在黨的機關委員會領導下，對直屬單位實行統一領

導，負責機關黨的工作。直屬委員會行使的權限，由同級機關黨

的委員會確定。 

第三十八條  團級單位的司令部、政治處、後勤處、裝備技

術處，可視情設立黨的直屬委員會或黨的總支部委員會。在同級

部隊黨的委員會領導下。對直屬單位實行統一領導，負責機關黨

的工作。直屬委員會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設書記、副書記，不



設常務委員會。 

第三十九條  初級、中級軍隊院校的機關部（處），一般分

別設立黨的委員會。機關人員和直屬單位少的，可設立黨的總支

部委員會或黨的支部委員會。部（處）黨的委員會的組成職權和

產生方式，參照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的規定執行。 

第四十條  各級司令部、政治部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的

領導制度和自身建設，參照執行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本章第一節，原則上適用於各級後勤部、裝備技術部黨

的機關（部門）委員會和直屬委員會。 

第四節  黨的基層委員會 

第四十一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營和相當

於營的單位設立的基層委員會，是各該單位統一領導和團結的核

心。 

第四十二條  黨的基層委員會的名額，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

決定。黨的基層委員會設書記、副書記。 

黨的基層委員會由營和相當於營的單位黨員大會差額選舉

產生。委員候選人數比應選人數至少多百分之二十。被選舉人獲

得讚成票超過應到會有選舉權人數半數的，始得當選。書記、副

書記由基層委員會等額選舉產生。基層委員會委員和書記、副書

記，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必要時也可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

指定。 

黨的基層委員會每屆任期二年，任期屆滿應按期進行換屆選

舉。如需延期或提前進行換屆選舉，必須報上級黨的委員會批

准，延長期限不得超過一年。 

第四十三條  基層黨員大會的職權是： 

（一）討論貫徹執行上級決議、指示的措施。 

（二）討論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 

（三）討論和批准基層委員會的報告。 

（四）選舉基層委員會委員和出席上級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第四十四條  黨的基層委員會在基層黨員大會閉會期間，統

一領導本單位的工作。其主要任務是： 

（一）宣傳和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上級的決議、命

令、指示和本級黨組織的決議、組織和帶領官兵完成

作戰、訓練和其他各項任務。 

（二）組織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學

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學習黨的基本路

線、黨的基本知識和黨的優良傳統。 

（三）領導黨支部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對黨員進行教育、管

理和監督。 

（四）有計劃地做好發展黨員的工作。 

（五）領導所屬單位全面加強基層建設，組織開展群眾性的

爭創先進和學習英雄模範活動。 

（六）教育管理幹部，對幹部的培養、使用提出建議。 

（七）領導本單位的紀律檢查工作。 

（八）領導本單立共青團總支部委員會的工作。 

第四十五條  黨的基層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是： 

（一）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律。軍隊的

法規、規章和上級的決議、命令、指示的貫徹執行。 

（二）完成作戰、訓練和其他重大任務的措施。 

（三）黨員大會和基層委員會決議的貫徹執行情況，向上級

黨的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向本級黨員大會的報告。 

（四）連隊黨支部和基層建設狀況的分析，加強連隊黨支部

和基層建設的重要措施。 

（五）連隊骨幹配備和人員的調整與分配。 

（六）審批接收新黨員和預備黨員轉正。 

（七）職權範圍內的獎懲工作。 

（八）其他必須由基層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 

第四十六條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原則

上適用於黨的基層委員會。 



第五節  黨的連隊支部 

第四十七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連隊和相

當於連隊的基層單位設立的支部，是黨在軍隊中的基層組織，是

各該單位統一領導和團結的核心。 

第四十八條  凡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連隊都應當設立黨

的支部。獨立執行任務時間較長的臨時單位，可設立黨的臨時支

部。設立黨的支部必須經過團級單位黨的委員會批准。 

連隊黨支部的領導機關是支部黨員大會和它所選出的委員

會。支部委員會必須貫徹執行支部黨員大會的決議，並接受支部

黨員大會的檢查和監督。 

支部委員會由支部黨員大會差額選舉產生，委員候選人數比

應選人數至少多百分之二十，被選舉人獲得讚成票超過應到會有

選舉權人數半數的，始得當選；支部委員會的人數一般為五至七

人，最多九人，通常設書記、副書記和組織委員、宣傳委員、青

年委員、紀律檢查委員、保衛委員、群眾工作委員，必要時可設

敵軍工作委員。書記、副書記由支部委員會等額選舉產生。在委

員人數較少的情況下，一名委員可以兼管數名委員的工作。正式

黨員少的支部可以建立三人支部委員會或只設書記、副書記。支

部委員會委員，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書記、副書記、由團

級單位黨的委員會批准。委員如有缺額，應當及時增補。 

支部委員會每屆任期一年，任期屆滿應按期進行換屆選舉。

如需延期或提前進行換屆選舉，應報上級黨組織批准。延長期限

不得超過一年。 

黨支部按黨員的數量和分布情況，劃分黨的小組，原則上在

排設立黨小組。黨小組長由黨小組會推選產生。幹部黨員應當同

士兵黨員一起編組，過黨的小組生活。 

黨支部必須經常保持一定數量的正式黨員，建立一支相對穩

定的黨員隊伍。 

第四十九條  支部黨員大會和由它所產生的支部委員會，統

一領導本單位的工作。其主要任務是： 



（一）宣傳和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

律，軍隊的法規、規章，上級的決議、命令、指示和

本支部的決議，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組織

和帶領群眾完成作戰、訓練和其他各項任務。 

（二）組織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學

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學習黨的基本路

線、黨的基本知識和黨的優良傳統。 

（三）嚴格黨的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組織對黨

員進行民主評議，表揚優秀黨員，監督黨員履行義務，

保障黨員的權利不受侵犯。 

（四）密切聯繫群眾，經常了解群眾對黨員、黨的工作的批

評和意見，維護群眾的合法權益；做好經常性的思想

工作，及時發現和糾正連隊中的錯誤思想和不良風

氣；開展尊幹愛兵活動，密切官兵關係；指導開展文

體活動，活躍和豐富連隊的文化生活；關心和改善連

隊的物質生活；做好官兵家屬的工作。 

（五）保證軍官正確行使職權，教育和監督軍官遵紀守法，

廉潔奉公。 

（六）開展擁政愛民活動，密切軍政軍民關係。 

（七）教育黨員和群眾提高警惕，堅決同敵對勢力、敵對分

子的滲透破壞活動作鬥爭，同違法犯罪行為作鬥爭。 

（八）有計劃地做好發展黨員的工作，收繳黨費。 

（九）領導共產主義青年團支部和軍人委員會的工作。 

（十）組織官兵開展爭創先進連隊、爭當優秀士兵的活動，

開展學習英雄模範的活動。 

第五十條  支部黨員大會的職權是： 

（一）討論貫徹執行上級決議、指示的措施。 

（二）討論和決定連隊的重大問題。 

（三）討論和批准支部委員會的報告，聽取和討論連長、政

治指導員的工作報告。 

（四）選舉支部委員會委員和出席上級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五）作出吸收和處分黨員的決定。 

第五十一條  黨支部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是： 

（一）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律，軍隊的

法規、規章和上級的決議、命令、指示的貫徹執行。 

（二）重要工作任務的部署。 

（三）連隊建設的規劃。 

（四）官兵思想狀況的分析和加強思想工作的重要措施。 

（五）骨幹配備，組織調整，人員的調動與分配。 

（六）軍銜的晉升。 

（七）選改專業軍士，推薦優秀士兵入學、提幹和學習專業

技術。 

（八）發展黨員。 

（九）連隊人員的獎勵、處分。 

（十）重要的經費開支與重要物資的使用。 

（十一）共青團支部、軍人委員會的建設。 

（十二）連隊的其他重要問題。 

第五十二條  連隊黨支部委員會實行支部委員會統一的集

體領導下的連長、政治指導員分工負責制，做到： 

對本單位實行統一領導，凡需要由連隊決定的重大問題，必

須經支部委員會或支部黨員大會討論決定。在緊急情況下，可由

連長、政治指導員臨機處置，但事後必須及時向支部委員會或支

部黨員大會報告，並接受檢查。 

堅持集體領導，凡屬重大問題都必須由支部委員會民主討

論，集體作出決定。討論問題，必須充分發揚民主；決定問題，

必須嚴格執行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決定重要問題，要進行表

決。在支部委員會中，書記和委員享有平等的權利。個人不能決

定重大問題或改變支部委員會的決定。書記必須有民主作風，虛

心聽取委員的意見，善於集中和發揮集體智慧。委員應當增強全

局觀念，積極參加和維護集體領導；對支部委會的決定如有不同

意見，可以聲明保留，並有權向上級黨的組織直至中央提出，但

在支部委員會或上級黨的組織未改變決定之前，必須堅決執行。 



黨支部委員會作出決定後，由連長、政治指導員分工負責貫

徹執行。屬於軍事工作方面的，由連長負責組織實施；屬於政治

工作方面的，由政治指導員負責組織實施。連長、政治指導員必

須服從支部委員會的領導，執行支部委員會的決議，積極主動地

履行職責，密切合作，互相支持。支部委員會不得包攬行政事務，

應當支持行政首長獨立負責的工作。 

第五十三條  黨支部書記和各委員的分工是： 

支部書記負責黨支部的日常工作，主持召開支部委員會；檢

查督促黨支部決議的貫徹實施，代表支部委員會按時向支部黨員

大會和上級黨組織報告工作；組織召開黨的民主生活會，開展批

評和自我批評；與支部委員和連隊幹部保持密切聯繫，交流情

況，研究工作。 

副書記協助書記工作；書記出缺時代理書記工作。 

組織委員負責掌握支部的組織情況，管理發展黨員工作，收

繳黨費，接轉黨員組織關係。 

宣傳委員負責了解黨員的思想和學習情況，組織黨員的學習

和教育，組織開展宣傳鼓動工作。 

青年委員負責團支部工作，貫徹執行黨支部有關青年工作的

決議。 

紀律檢查委員負責檢查黨員執行黨的紀律的情況，受理、轉

遞黨員的申訴和控告。 

保衛委員負責預防犯罪和保密工作。 

群眾工作委員負責擁政愛民和參加軍民共建社會主義精神

文明的工作，檢查和維護群眾紀律，參與做官兵家屬的工作。 

敵軍工作委員負責瓦解敵軍工作。 

第五十四條  黨小組的主要工作是：組織黨員的學習；做黨

員的思想工作，接受黨員的匯報；督促黨員執行黨的決議；教育

培養黨的發展對象；做群眾的思想工作；收繳黨費。 

第五十五條  黨支部應當堅持以下組織生活制度： 

（一）會議制度。支部黨員大會一般每月一次；支部委員會

根據需要召開；黨小組會每月一次，會議應當作記錄。 



（二）黨日制度。每周用半天時間進行黨內組織活動。 

（三）黨課制度。每月進行一至二次黨課教育。 

（四）報告工作制度。支部委員會按季度或工作階段，向支

部黨員大會作工作報告和自身建設情況的報告。 

（五）民主生活制度。每半年召開一次支部委員會或支部黨

員大會進行交心通氣，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增強團

結，改進工作。 

（六）黨員匯報制度。黨員每月向黨組織匯報一次思想、工

作和完成支部分配任務的情況，遇有重要問題應當及

時匯報；外出時間較長時，應當作書面匯報。 

（七）民主評議黨員制度。對黨員特別是幹部黨員的思想、

工作、作風和模範作用，採取黨內與黨外相結合的方

法進行評議，每年至少一次。 

第六節  黨的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和醫療

科（室）支部 

第五十六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教研室、科

研室、技術室和醫療科（室）設立的支部，是黨在軍隊教學、科

研、技術和醫療機構中的基層組織，是各該單位政治領導和團結

的核心。 

第五十七條  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和醫療科（室）設立

黨的支部，必須經過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黨的支部委員會每

屆任期一年。 

第五十八條  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和醫療科（室）黨支

部的主要任務是：抓好黨支部的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

分析本單位人員的思想狀況，提出加強思想工作的措施，教育全

體人員圓滿完成各項任務；對本單位幹部的任免、調配、獎懲、

軍銜和職級的調整提出建議；研究討論本單位建設規劃；研究重

大經費開支；做好職工、家屬的思想工作；協助行政領導改善本

單位的物質文化生活；支持和監督行政領導正確行使職權。 



第五十九條  本條例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原則上適用於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

和醫療科（室）黨支部。 

軍代表室（處）黨支部參照本節的規定執行。 

第七節  黨的機關支部和總支部 

第六十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機關中設立

的支部，是黨在軍隊機關中的基層組織，在上級黨組織領導下，

負責黨的工作，對包括行政負責人在內的每個黨員進行監督，協

助行政領導完成任務。 

設立機關黨支部，由所在部隊黨的委員會或黨的機關（部門）

委員會或黨的機關直屬委員會根據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決定。黨

的支部委員會每屆任期二年。 

機關黨支部的主要任務是：抓好黨支部的思想、政治、組織

和作風建設；對黨員履行黨員義務，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

和遵紀守法、廉潔奉公的情況，以及思想作風等方面實行監督，

並保障黨員的權利不受侵犯；做好黨員教育和發展黨員工作；支

持行政領導行使職權，教育黨員和群眾做好本職工作，保證機關

各項任務的完成；了解和反映群眾的意見和要求，維護群眾的合

法權益；對機關人員的獎懲提出建議；協助有關部門改善機關人

員的物質文化生活；做好職工、家屬的思想工作；教育機關人員

保守國家和軍隊的秘密，保證機關安全。 

黨員領導幹部應當以普通黨員的身分，參加所在黨支部的組

織生活，自覺接受黨支部的監督。 

第六十一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機關的業

務部門，根據工作需要和黨員人數，經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

可設立總支部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每屆任期二年，總支部委員

會在同級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或黨的機關直屬委員會領導

下，領導所屬單位的黨支部。 

第六十二條  本條例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原則上適用於機關黨支部。第四十八條、

第六十條的規定，原則上適用於黨的機關總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