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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和保密须知

本文件中出现的任何文字叙述、文档格式、插图、照片、方法、过程等内容，

除非另有特别注明，版权均属本公司所有，受到有关产权及版权法保护。任何个

人、机构未经本公司的书面授权许可，不得复制、引用或传播本文件的任何片断，

无论电子形式或非电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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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项目介绍

1.1. 关于党建系统

党建系统是 JavaEE版党的建设工作管理系统（Java Enterprise Edition Content

Manage System）的简称，是一款自主研发的基于 J2EE+H5 平台的内容管理系统。

当前国内和国外关于网络党建研究都已取得一定成绩。从国内研究来看：一

是明确了网络党建的定位。有学者认为：传统党建是网络党建的基础，网络建设

是党的建设在信息传播，工作和工作领域的发展和推广的传递。二是分析了网络

党建的重要性。有学者提出：网络党建符合时代的知识，信息，网络，对当前信

息科技和高科技手段的充分运用能够极大的提高党建效率，有效融合党建信息资

源，提高党的建设效率，参与性，民主性和建设党的新模式。三是论述了网络党

建的功能。网络党建有效地加强政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有效地缩小了政党与公

众之间的距离。从国外研究来看，欧美大部分政党都喜欢网络党政，网络信息技

术己成为欧美政党发展的最新形式。

党建系统使用目前 java 主流技术架构：spring3+springMVC3+ Mybaties。

AJAX 使用 jquery 和 json 实现。视图层使用传统的 JSP 技术，更为专业、灵活、

高效 MUI 和 Bootstrap。 数据库使用 MYSQL，并可支持 orcale、DB2、SQLServer

等主流数据库。应用服务器使用 tomcat，并支持其他 weblogic、websphere 等应

用服务器。

1.2. 党建系统特点

 系统架构完全开源，为用户提供透明的管理平台；

 核心模板全部使用文件形式保存，自由导入/导出模板，极大方便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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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中的系统初始化；

 党支部使用手机进行操作，将繁琐的业务简化为简单轻松的手机记录；

 系统支持多接口，方便业务的对接，实现信息的共享；

 轻松建立并管理多站点，所有站点权限和内容独立管理，站点间实现单

点登录；

 面向未来的过渡，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1.3. 主要用户

 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

 公司企业

1.4. 技术架构

党建系统基于 Java 企业级平台（Java Platform, Enterprise Edition），继承了

Java 平台的跨平台、安全、强大、高性能等所有优势。

选用了经过 java 社区长时间使用，被证明稳定、可靠、安全、高性能的开

源框架，包括 spring3、springMVC3、hibernate3、freemarker、jquery 等框架。使

用这些框架可以使软件开发更加高效、易于维护，而且具有更好的性能、更高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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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跨操作系统平台

可以在 Linux、UNIX、Windows 等系统上运行。客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自己熟悉的或正在使用的操作系统，减小维护成本。

1.4.2. 跨数据库平台

数据库持久层采用 MyBatis 实现，使得党建系统可以支持几乎所有的数据库

平台，包括 Oracle、DB2、Microsoft SQL Server、MySQL、PostgreSQL 等。这对

于已经购买或熟悉某一类型数据库产品的用户非常有利，用户不必购买或维护多

套不同的数据库，大幅度减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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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跨应用服务器

支持 Tomcat、Weblogic、Webspere、JBoss 等应用服务器。

1.4.4. 兼容多种浏览器

目前多种浏览器并存，使用非 IE 浏览器的用户越来越多，即使是 IE 浏览器

也有多种版本。党建系统兼容 IE8 以上、FireFox、Chrome、Opera、Safari。

web 页面制作遵循 w3c 标准制作，使用 div+css 布局，所有标签生成的 html

代码都经过跨浏览器测试。

javascript 脚本基于 jquery 和 javascript 标准编写，有效的解决了 js 跨浏览器

的问题。

第 2 章 系统核心功能预览

2.1. 党建 APP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通过手机 APP，可实现随时随地获取党建工作信息、

参加学习教育、参与志愿服务、解决疑难问题等。

2.2. 党组织管理系统

全面覆盖党组织管理、党员信息、流动党员、党费管理、党内统计等各项工

作，以“岗位责任工作记实”为核心，以“年度目标分解系统”为基础，搭建基

于大数据背景下的从严、从实管理考核的党组织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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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完成度

2.3. 党组织生活管理系统

围绕党支部工作实施记录和展现党支部开展的党组织生活，实现组织生活计

划申报审核和管理，包括组织生活的参会人员信息统计、组织生活记录、检查信

息反馈、民主评议及主题党日生活等工作，指导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组织生活记录

2.4. 党员思想教育系统

建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新机制，创新理念，整合资源，拓宽渠道，对干部调

训、学习教育等实现精准管理和指导，实现教育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广大党员提供多渠道的学习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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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党建考核管理系统

对党组织和党员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学习情况等进行全方位监督，以督查、

量化考核的方式，将党支部工作落到实处。

党建考核自定义设置

2.6. 党建大数据平台

实现党员、党组织、领导干部等各类智慧党建系统用户身份数据化、精细化，

便于掌握分析党员组成情况及其变化情况。将党组织、党员、党员干部信息数据

化管理，实时采集党建应用系统实时产生的行为数据，把日常的工作流程转化为

计算机可以识别和分析的数据，时时处处留下痕迹。

以自流程化管理为抓手，实现党建工作数据精准督导。通过对党建数据关联

和预测分析，实现各类组织工作数据自流程化管理，自动预警、自动提醒、自动

反馈。

以“聚、通、用”为目标，实现大数据融合分析。通过平台数据分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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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数据潜在价值，寻找规律和异常点，着力解决组织工作“痛点”， 逐步实现

智慧党建多维度数据的融合分析，为党组织管理和党员提供优质党建服务，为党

委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助推党建工作规范化、智慧化，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党建一张图

第 3 章 系统可扩展性介绍

党建系统内容管理系统除了具备上述强大的内容管理功能外，还具备强大的

扩展功能：

 可以整合现有政府机构常用办公系统，实现信息统一、数据同步、用户

信息及权限统一管理，实现单点登录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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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整合现有企业管理软件、财务管理软件、库存管理软件等。

 可以整合现有 ASP/PHP/.NET/JSP 等脚本语言开发的任何 WEB 管理系

统。

 可以在党建系统内容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做重大的二次开发项目，在功能

菜单管理中，以功能集的方式提供了对外功能接口，可以将二次开发后

的功能附加到党建系统后台管理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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