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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认真贯彻落实团中央精神和有关上级组织的工作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大学生骨干培养教育
资源,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我校组织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精品活动,即打造一支卓越工匠精神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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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league and the work of higher organizations, further
optimize the backbone to cultivate education resources,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ruling youth mass
found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policy theory level,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ordination ability, our university organize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that is, to build a team of outstanding craftsm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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