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力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9年 4月 15日印发 
 

 

上电委〔2019〕32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

出国（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各单位及部门： 

按照上级最新规定，校党委制定了《上海电力大学特定

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校党委常委

会审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共上海电力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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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

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

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

（境）管理的暂行规定》（公通字„2003‟13 号）《本市特定

身份人员因私出国申领护照报送备案管理办法》（沪委办

„2002‟7 号）和市教卫工作党委组干处有关要求，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中特定身份人员是指在职和退（离）休

市管干部、现职中层领导干部、重要岗位人员（机要秘书、

机要档案管理人员、保密办公室工作人员、涉密人员等）、

其他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由校党委确定）。特定身份人员的

基本情况由党委组织部负责向上级党委和上海市出入境管

理局登记备案。 

第二条  学校指定专人负责特定身份人员名单报送工

作，并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条  特定身份人员的管理权限规定如下： 

1. 在职市管干部的管理权限在上海市委组织部； 

2. 退（离）休市管干部的管理权限在上海市教卫工作

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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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职中层领导干部、重要岗位人员及校内其他特定

身份人员的管理权限在校党委组织部。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因私出国（境）证照包括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第五条  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应从严掌握，

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因私出国（境）计

划原则上只能安排在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 

二、证照申领 

第六条  在职市管干部申领因私出国（境）证照的，应

根据《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单位局级领导办理因私出国（境）

审批的有关要求》文件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由学校党委向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请示，再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报上

海市委组织部审批，并提供以下材料： 

1. 请示文。详细说明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及申请出国

（境）的特殊原因； 

2. 随文应附市管干部的个人申请、国（境）外方相关

机构出具的原始证明（如邀请函、医院的诊断书等）及其中

译文，若是到龄未退者还应提供延迟退休的相关有效文件。 

第七条  退（离）休市管干部申领因私出国（境）证照

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学校党委报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

审批，并提供以下材料： 

1. 请示文。详细说明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及申请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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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原因； 

2. 随文应附退（离）休市管干部的个人申请、国（境）

外方相关机构出具的原始证明（如邀请函、医院的诊断书等）

及其中译文。 

第八条  现职中层领导干部、重要岗位人员及校内其他

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证照的办理和领取按以下程序

进行： 

1. 特定身份人员领取因私出国（境）证照:须通过学校

OA 系统填写《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申

请表》（附件 1），首先由部门审批（请部门正职审批），然后

由校领导审签，并经党委组织部核准后方可领取证照。其中，

机关部处、直属单位的中层干部需向分管校领导提请审签，

党政正职还应分别报知党委书记、校长；院(部)的中层干部

需向联系工作的校领导提请审签，并还应报知分管校领导。 

机关涉密人员需书面向所在单位部门领导提交申请，学

院、直属部门涉密人员需书面向所在单位书记提交申请。随

后，涉密人员应将申请书交由校保密办主任审签，并经党委

组织部核准后方可领取证照。 

2.首次办理或换发因私出国（境）证照者: 通过学校 OA

系统填写《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申请

表》，在“是否需新办证”栏目中勾选“是”并选择相应证

照，按照程序，由所在部门审批（请部门正职审批），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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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领导审签，并经党委组织部核准后方可进行办理或换

发。党委组织部根据审批结果，出具《关于同意申办出入境

证照的函》，申请人可持此函至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

门办理相关手续。对于需换发证照者，必须要有出行计划，

填写《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申请表》

并通过审批后，方可领取证照。根据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要

求，可在证照到期前半年内提交申请进行换证。 

3. 办理因私出国（境）证照后，申请人须在领取证照

后 10 个工作日内交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并填写《领导干部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4. 办理出国（境）签证等手续后，短期内不外出的，

要及时将因私出国（境）证照交还党委组织部，并在出行前

一周到党委组织部登记借出。因故未能因私出国（境）的，

应及时向党委组织部报告，并将证照交回。特定身份人员领

取证照时，党委组织部应对其进行保密教育。 

涉密人员应手工填写《上海电力大学出国（境）人员安

全保密教育记录》（附件 2），并交至党委组织部存档。 

第九条  因私出国（境）实行“一事一审批”，不得擅

自更改已报批所到国家、地区和行程。如要对时间、地点等

进行变更，需重新提交申请。 

三、证照管理 

第十条  市管干部办理完因私出国（境）证照申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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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或回国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国家边检部门加盖的入境章

时间计算），应先将因私出国（境）证照交学校党委组织部，

再由党委组织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交至上海市委组织部或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组干处集中保管。 

其他特定身份人员应在回国（境）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

国家边检部门加盖的入境章时间计算）将因私出国（境）证

照交还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不得私自保存, 并填写《领导

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如有遗失，本人应及时到公安机关挂失注销，并向党委

组织部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新调整为特定身份人员的干部，在任命文件

下达 10 个工作日内，将因私出国（境）证照交党委组织部

集中管理。由党委组织部提交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备案。 

不再纳入特定身份人员管理的干部，由党委组织部及时

做好证照的归还工作，并至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撤销备案。 

第十二条  特定身份人员在归国后或取得因私出国

（境）证照要如实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报告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照、因私出国（境）情况，

涉密人员还应填写《上海电力大学涉密人员出国（境）回国

报告书》（附件 3）。如逾期不报备，根据《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查结果

处理办法》的通知规定（中办发[2017]12号）进行相应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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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私出国（境）纪律 

第十三条  凡在办理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中以编造

情况、提供虚假证明等手段获取出国（境）证照，或不经组

织批准擅自出国（境）的，一经发现，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

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交由有关部门依法追

究其责任。 

第十四条  因私出国（境）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关出国

（境）管理规定和外事纪律。 

五、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以上级有关规定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申请表 

2.上海电力大学出国（境）人员安全保密教育记录 

3.上海电力大学涉密人员出国（境）回国报告书 

 

http://rsrc.sho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6c/7a/ba3a869443ea93e132d6927e42b9/5d3fc08d-3d08-4eb2-b038-302c11fedfa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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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电力大学特定身份人员因私出国（境）申请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户口所在地

（市区县） 
  

身份证号   
家庭地址  

（现住） 
  

邮编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现任管理  

职务 
  

专业技术   

职务 
  

申请

出境

栏目 

探亲

访友 

国别或地区：    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邀请人姓名   与本人关系   

旅游 

国别或地区：    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旅行社名称   

需借出使用

的证照种类 
 能否保证按期回国并在    

回国后十天内上交证照 
  

1.护照 2.往来港澳通行证 3.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是否需新办

证 

○ 否                 ○ 是 

1.护照 2.往来港澳通行证 3.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证照到期日期（根据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要求，可于证照到期前半年内进行换证） 年   月   日 

能否保证新办证后十天内上交统一管理   

安全保密教育 ○ 已阅 

配偶

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单位及职务   

是否在境外   国别或地区   出国性质   

部门审批  

意见 

                                                                                                                   

部门党政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签  名： 
    

填表时间： 

       
上海电力大学组织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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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电力大学出国（境）人员安全保密教育记录 

 

 

部门  姓名  岗位密级  

身份证号码  

安
全
保
密
教
育
内
容 

一、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保密规章制度，遵守前往

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二、牢固树立国家安全和保密防范意识，严防国外情报机关和

间谍策反、刺探、诱惑、栽赃和陷害。 

三、不得向国外任何组织或人员泄露自身掌握的国家秘密事项

和校内敏感事项，不得携带未经批准的任何涉及国家秘密的载体和

设备出国（境）。 

四、按照申请和批准的时间按时返回单位。 

五、出国（境）期间，若受到前往国家或地区专门机关的调查

或不公正待遇，应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属于个人私事的，酌情回

答；属于单位工作事项的，应拒绝回答，不发生任何危害国家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报告我国使

馆或学校。 

六、因个人原因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所造成的后果一律自负。 

 

 

本人签字 

本人对上述内容已知悉。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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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电力大学涉密人员出国（境）回国报告书 

 

 

本人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后，于_____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前往     （填写国家或地区）              （填写因私事由）。 

出国（境）期间，本人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保密规章

制度，未发生任何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未向国外任何

组织或人员泄露自身掌握的国家秘密事项和单位内部敏感事项。 

本人:□未受到前往国家或地区专门机关的调查； 

□受到了前往国家或地区专门机关的调查，调查谈话内容

已另行报告国家安全主管部门。 

本人已将持有的因私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移交党委组

织部集中管理。 

 

报告人： 

 

年   月   日 

 

接收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