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新时代高校学习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路径探究
吴胜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设计与创意学院
DOI:10.12238/er.v3i12.3442
[摘 要] 学生党支部是党在高校的基层组织,是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阵地,对党在高校内的建
设不仅承担着重要的宣传作用,更是高校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保障。本文就目前高校学生党支
部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分析,从建设学习型党支部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就高校学习型党支部
提出建设策略,探索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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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工作；落实党支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义思想为指导,主动为基层学生党支部

在一定范围内掀起网络学习的浪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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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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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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