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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作和长期任务。新时期、新形势给学生党员的教育管
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也是考验各级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学生党员教育是各高校党建工
作的重点工作,其培养教育的质量也是体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是否抓严、抓实的重要指标。深刻领会和
把握学生党员教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和总体要求,增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效性,结合高校学生党员特
点,探索学生党员教育质量高层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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