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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基层党建是新时代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信息时代下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
展,高校基层党建一方面迎着新媒体所带来的‘红利’蓬勃向上,另一方面面对新媒体这把双刃剑,高校
基层党建也面临着“握不稳”‘把不准’的问题,有效利用多媒体平台,构建“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是
形势所趋,标所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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