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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党建品牌创建是提高党建工作水平的必然趋势,而特色党建品牌的形成必定依托于
专业建设。通过强化专业发展的党建引领,能够凸显职业教育特色,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层党
建工作提供新的方向。本文阐述了高职院校党建业务相融合的必要性,分析了目前高职院校党建品牌与
专业建设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建引领人社桥梁”品牌创建为例,探讨党
建工作品牌与专业建设融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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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gration Ways of Brand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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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 party building brand must rely o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e ca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m resource sharing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busines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akes the brand creation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People and Society Bridge" in Shand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Labo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ways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rty building br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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