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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多个重要讲话、党员教育工作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主要工作中均提出探索“互联网+党建”工作模式。

政策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上的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条例

2021年 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主要工作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

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

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

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

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

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

特别是影视作品，精心组织党史

主题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发挥互

联网在党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

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推进基层

党建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切实发挥党支部在推进中心工

作、落实重大任务中的政治引

领、督促落实、监督保障作用。

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模

式。



党建工作痛点

传统党建存在耗时长、效率低、管理难、查询难、人力成本高等痛点，星火党建来解决。

宣传贯彻难

基层创新难

教育培训难

管理监督难

双向沟通难

精准教育难

考核评价难

指挥决策难



建设意义

提高
组织运行效率

增强
基层党组织

活力

提高
基层党建工作

质量

提高
基层党务

工作便捷性

减轻
基层党组织和党

务工作者的
工作量

赋能组织  减负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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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各个行业党组织提供优质服务

目标用户及使用场景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514.8万名，现有基层组织486.4万个，基层党委
27.3万个，总支部31.4万个，支部427.7万个。

政府部门

省、市、区、县级政府单位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行政村

机关、事业单位

机关单位，如公安局、税务局、检察院等
事业单位，如教育局、学校、医院、卫生局等

企业、社会组织

中央企业，如银行、电力、水利等
地方国有企业、非公企业



系统架构

星火党建以“赋能组织，减负基层”为目标，面向基层支部、各级党务工作人员、其他党派人士及群众，基于传统党建工作
耗时长、效率低、管理难等痛点，打造集“宣传、管理、教育、服务”于一体的智慧党建系统。

入口

功能

能力

安全

全平台接入数据大屏 手机小屏电脑中屏

5G技术 AI （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 云计算

数据加密硬件防御 防火墙性能监控 业务预警

网络设备 服务器资源池 存储资源 数据库

组织信息
领导班子
换届信息
党员信息
发展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

智能硬件

网络

党费管理
党建积分
三会一课
通知公告

互动

云上支部 云视党课 宣传阵地 党建大脑

党内统计
会议统计
积分统计
学时统计
党费统计

数据驾驶舱

资讯发布
资讯同步
栏目管理
推荐管理

直播党课
学习活动
系列专题
在线学习

送党课进基层



云上支部-组织工作

按照组织层级管理，支持党组、党委、党总支、

党支部、党小组类型，支持各级党组织分级授

权组织管理员、组织领导；

换届记录

班子成员管理

换届提醒

基层党支部维护管理本支部党员信息，

包括批量导入、添加、编辑等功能。



云上支部-支部生活

支持支部会议计划生成，会议提醒，会议召开，会议签到，会议记录归档。支持上级对支部会议记录线上检查、长久保存，有

效解决组织生活落实不及时、不规范的问题 。

可视化数据监督完成情况

一键发起会议，手机快捷签到，

自动统计参会情况。

系统自动生成会议计划，支部按照

标准召开，自动统计完成度，

快速定位薄弱组织。

线上进行归档、会签、审批流程，

形成记录,一键导出会议台账。

手机端随即随地开展工作 智慧屏会议终端 自动生成会议计划



实现了支部半个小时完成党费收缴，安全入库，解决了各级党组织收缴党费周期长的问题。

云上支部-在线交纳党费

支部上传党费 支部上交党费
党委查询党费
转入银行账户党员交纳党费

每个支部设置虚拟账户，

逐级上交

支持党员自愿多交党费，

彰显责任和情谊

党费提现免手续费，

彰显央企责任

对于不方便的党员，可由

管理员线下收款，

线上代交

短信发送缴费通知，

党员手机支付，

自动生成缴费台账



通过灵活的积分规则配置、统计分析功能，满足不同类型党组织不同时期的个性化需求，实现管理的导向化、便
捷化、常态化。

云上支部-党建积分

积分数据自行运转，实时记录，免人工统计，

实现管理的便捷化、常态化

针对不同类型党组织不同时期的个性管理需求，

系统支持自定义积分项目、分值，实现管理的导向化



云上支部-互动

打造党内扁平化交流渠道，丰富党内党外活动形式，提高党员参与性、互动性、成长性。

组织内人员通过

评论、点赞进行互动。

在分享、互动中展示自我，

收获经验，成就组织和个人

人人可发，打破沟通屏障；

内容、形式开放。



实现了宣传内容发布、栏目管理、访问权限配置、内容同步等功能，有效解决基层没有宣传、展示渠道，党员、
群众不了解支部工作情况的问题。

宣传阵地-宣传门户

开通即拥有，自带公共内容
一次操作，PC端、移动端自同步；

系统自动更新公共模块内容

自定义栏目、自定义内容、

配置访问人员是否需要登录



依托平台优质学习资源，单位个性化学习资源，实现党员个性化学习、分类学习、集中学习，有效解决党员学
习教育形式单一的问题。

云视党课-在线学习

支持手机端个性学习，大屏端集中学习 自定义栏目、自定义专题、自定义课程平台提供中央党校权威学习资源



联合中央党校，打造权威直播课程，开展全国范围同步在线学习，将党的声音送达一线。

第一时间获得时事政策的权威讲解。
通过视频直播灵活接入，

覆盖云视讯、和直播等各类型设备用户。
邀请中央党校一线教授走出党校，直播授课。



通过开展学习活动，实现学习内容聚焦，学习效果可控，有效解决党员学习不聚焦的问题。

通过多维度的学习进度统计，

组织可以了解整体、个体的学习进展

组织一键发布学习活动，

指定学习内容，让党员更专注



依托数据可视化的组合大屏,通过云端部署，将组织、党务、宣传、教育等业务成果视图化展现；适用于宣传、

公示、汇报、监督等多场景。

成果展示更全面

数据汇总更便捷

展示效果更炫酷

决策辅助更科学



针对党员集中学习、组织生活等场景，提供组织信息统计、组织动态、精品党课、支部生活、入党宣誓等功能，

支撑党务工作者高效组织三会一课、集体学习、入党宣誓等活动。

提供时政要闻、专题栏目

等宣传内容。

会议通知、会议签到、

参会人员实时统计。

海量学习内容，

集成中央党校权威资源。
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经过统一规划，层层设防，智慧党建系统构建以纵深防御为目标、逐层递进的网络纵深防御体系，从边界、网络、主机、

业务、数据五个方面进行安全保障，有效应对攻击者对智慧党建系统的攻击与渗透。

边界安全
基于零信任安全体系，
从网络上切断一切未授
权访问请求，构筑一道
前置的安全屏障

数据安全
智慧党建系统建设数据
测绘、网络安全管控、
数据场景化监管控保障
系统数据安全

业务安全
通过业务逻辑安全风险防
范、信息内容安全管控、
对外接口安全管控、APP
客户端安全防护，保障业
务安全

网络安全
利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
分析和态势感知平台，
实现对安全事件的快速
预警通告

主机安全
对主机的操作系统、容
器、虚拟机、云原生等
通用软硬件环境进行技
术保障

等保三级备案
证明

IaaS云服务安全
增强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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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党建为全国2000家各行业客户提供党建信息化服务，践行央企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赋能组织减负基层。



中国移动智慧党建系统支撑全集团54家单位，9千多个党支部，党员16万多人。
智慧党建系统实现三屏联动 ，数据大屏通过图形、图表展示各类党建工作数据，为各级党委建立指挥中心；电
脑中屏同步关键指标数据，将各个业务板块根据特点分布在具体页面中；手机小屏方便党务管理者随时随地检
查基层党务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系统的运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活力，显著提高了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和组织运行效率。提高了基层党务工作
便捷性，有效减轻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的工作量。



东方电气集团党建云平台项目实现了基层党务统计、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组织生活管理、党费收缴（东方

电机）等工作流程化与制度化，覆盖了集团12个二级党委，用户量超6000人，极大提升了集团的党务管理

和服务效率。



项目简介

该项目的智慧党建部分为兴城市委组织部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党务
管理平台、党建宣传平台、党建学习平台。

亮点功能-党群一张网

包括党组织管理、党员管理、各镇街的党组织分布、党务工作、党
员教育、党员志愿服务党建活动信息等板块；可显示党组织、党员、
党建活动等详细信息。

亮点功能-党建热力图

以更加形象化的方式展示党建开展相关情况，支持区县级、乡（镇）
级、村（社区）级多级，党组织地图管理，“三会一课”、组织生
活会、民主生活会热力图。 “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热力图
支持市级、区县级、乡（镇）级、村

（社区）级多级党组织地图管理



陕西国资委党建云平台，通过在线考核平台，在党建工
作年度考核中，由原来的纸质材料、现场检查，转变为
电子材料、在线检查，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由三
个月缩短为2周，通过统一考核标准，达到一把尺量到
底的效果。

大幅度提高了陕西国资委的党建工作效率，加快了党建
工作进度。

有效解决机关党委组织部业务繁重，人手少的问题。



通过建设智慧党建平台云化版、党费交纳、支部在线、
党会速记终端、党建游戏、5GVR视频等内容。

覆盖1个中心党委和6个宾馆党委共1200名党员创新党
建宣传和学习形式。

有效提升宾馆管理中心的党建管理水平。



消防部队属于现役部队，除承担救火、灭火、防火宣传等传统职责
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

作为纪律部队，加强思想建设是队伍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党建云平台在其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甘肃天水消防支队，选择中移党建云平台，对全队官兵进行党务宣传和思想教育。

通过在线APP，官兵们能随时随地阅读时政要闻、进行党务知识学习、参加考
试，了解党务工作流程等；

支部工作人员能通过学习时长、考试成绩等，了解到官兵们的学习情况和思想
状态，以作为党员发展的依据；

能迅速了解及统计党组织、党员情况；

灵活的组织关系转接，并对全流程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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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政企服务热线4001100868、集团客户经理          星火党建售后服务团队

集团客户服务流程

各省客户经理

安全类故障
问题 硬件平台问题业务咨询 计费支撑系统

问题
问题处理进度跟踪

/归档

政企服务热线4001100868

资费问题 营销问题

产品迭代升级

（免费）

远程使用指导

（免费）

现场产品培训

（收费）

个性定制服务

（收费）

服务流程



移动云订购 客户自主入驻/售后协助入驻 客户自主建设
客户提供数据
售后协助建设

提供使用指南、使用建议 问题答疑
意见反馈
产品优化

移动云订购地址：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10&fromtype=morelist&appid=1698&cityname=%E5%85%A8%E5%9B%BD



产品能力优势

党建智慧屏、PC、手机端全覆盖，
多屏一体，内容同步更新

全国产化平台，芯-端-云-应用全
面国产化党建产品

产品集标准化规范、数字化实
现、智能化技术融合于一体，

助力实现高质量党建。

中央党校学习资源，专题系列课
程、重大会议解读课程、直播课

央企产品，安全可靠，免手续费

作为一家中央骨干企业，中国移动具备业界领先的研发力量，具备覆盖全国的服务体系，同时在运维运营方面也具
备资源禀赋，能够依托自身信息技术优势、资源优势来夯实党建系统的研发和运营。

覆盖全国的支撑体系，可做到及时支撑到位，
直达一线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1个小时内即可
部署完成

支持免费体验，体验时长最长可
达1个月

服务优势



序号 地区 属地接口人 属地接口人电话 党务行业组
接口人

党务行业组
接口人电话 拓展中心对接人 拓展中心对接人电话 产品侧解方对接人 产品侧对接人

1 北京 梁艳杰 13718908917 万全旦 18827017866 窦志升 15631139519

甘凯旋
17888713442

康新
13810374385

2 天津 王春 17810264066 万全旦 18827017866 张伟 13832127677

3 河北 王利迁 15732176475 万全旦 18827017866 张伟 13832127677

4 河南 崔宁 15933111100 胡巍瀚 15927286814 张伟 13832127677

5 浙江 沙海瑞 15868145362 肖荣庆 13697355369 张伟 13832127677

6 黑龙江 薛东旭 19804500099 万全旦 18827017866 史德斌 13582027629

7 吉林 张杰 15843909090 万全旦 18827017866 史德斌 13582027629

8 辽宁 李建涛 19824028999 万全旦 18827017866 史德斌 13582027629

9 湖北 王芳 13971906877 肖荣庆 13697355369 张伟 13832127677

10 江西 徐华龙 13517098818 肖荣庆 13697355369 张伟 13832127677

11 湖南 付凌琪 15084949187 肖荣庆 13697355369 史德斌 13582027629

12 江苏 吕继松 13776620550 肖荣庆 13697355369 史德斌 13582027629

13 陕西 樊宇 13488326979 胡巍瀚 15927286814 巩鹏飞 18821782039

14 宁夏 温吕兵 18295091113 胡巍瀚 15927286814 巩鹏飞 18821782039

15 四川 罗正 13688183167 阮帅 15926456469 巩鹏飞 18821782039

16 西藏 李江龙 18780233948 阮帅 15926456469 巩鹏飞 18821782039

17 贵州 周玮 13595099093 阮帅 15926456469 巩鹏飞 18821782039

18 云南 段尹哲 18214619659 阮帅 15926456469 巩鹏飞 18821782039

袁肖
13720323189

张贝贝
13582317001

19 重庆 龚峻 13883585795 阮帅 15926456469 巩鹏飞 18821782039

20 青海 庞彬 13709759691 胡巍瀚 15927286814 巩鹏飞 18821782039

21 新疆 杨涑娟 13609931919 阮帅 15926456469 巩鹏飞 18821782039

22 甘肃 张文华 18409316800 胡巍瀚 15927286814 巩鹏飞 18821782039

23 广东 宋亚栋 13828921660 肖荣庆 13697355369 赵建平 13780309527

24 广西 周彤 15172451613 阮帅 15926456469 李如宁 15530154226

25 福建 林铭 13559930790 肖荣庆 13697355369 张天龙 18832101834

26 安徽 张学凯 15733137570 肖荣庆 13697355369 吴先昊 13810685810

27 山东 刘大坤 15097358147 万全旦 18827017866 张光鑫 18724731596

28 山西 李志遥 13466356072 胡巍瀚 15927286814 马浚皓 15130097899

29 海南 黄俊华 15109827003 肖荣庆 13697355369 徐齐徽 15827573393

30 上海 刘芮 15221864816 万全旦 18827017866 李兴尚 19801672371

31 内蒙古 依兰 13644719999 万全旦 18827017866 窦志升 15631139519

邮箱：
zhihuidangjian
@cmict.china
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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