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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党员是我国党员队伍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接班人,现阶段,我国
很多高校都提高了对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但在实际开展此项工作的时候仍然存在不少
问题,要求高校结合大学生党员将来的职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改进和强化党员在校期间的教育培训和管
理工作。本文就对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思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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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is the key component of the party member troop in our country, also
is our country modernization important successor, at presen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ve
raised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to the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education management work, but in the
actual when carrying out the work still exists many problem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in the future, We will further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in school.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on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and puts forward thinking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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