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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主题党日活动是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在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中发
挥着的重要作用,也是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形式。本文以广东某高校为例,深入剖析
了在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主题党日活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加强和改进高校
学生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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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theme party day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rm for the Party branch to
carry out organizational lif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grow and become
talents,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form to enhance the cohesion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aking a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theme party day activ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ranch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theme party day activit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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