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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complete credit system, flexible educational system, large class enrollmen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and class gradually fad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intricate changes, the social trend and problem have a grea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 concept, and proposed a new test to the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member training and selection for the attempt of the Western hostile forces. In addition,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network from the media,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to face unimaginable challenges.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adapt to these changes,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the party member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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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规模及质量保证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以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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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巍，陈浠迪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中国 

摘 要：伴随着近年完全学分制、弹性学制、大类招生等各项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专

业、班级的概念逐渐淡化，以专业、班级为单位的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教育改革的

要求。同时随着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错综变化，社会思潮和矛盾问题对高校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影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大学生党员的培养和发展都提出新考验。

此外，网络自媒体、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及普及对保证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工作提出新挑战。

高校的党建工作必须主动适应这些变化，探索出与之相适应的学生党员发展规模及质量保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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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按照控制

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不断提高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

党员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

否实现。所以，构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证体系对提高党员发展质量意义重大，是高校

夯实党建基础、全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伴随着近年我校完全学分

制、弹性学制等各项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专业、班级概念逐渐淡化，以专业、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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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错综变化，社

会思潮和矛盾问题对高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影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大学生党

员的培养和发展都提出新考验；网络自媒体、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应用对保证大学生党员发展

质量工作提出新挑战。学校的党建工作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学生党员

发展规模及质量保证体系[1]。 

在当前形势下，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提高高校学生党员质量，如何提高大学生党员质量

的课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高校也逐渐把如何提高大学生党员质量作为学校党建工作中重要

一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局限于大学生党员质量的某一方面而不具有全面性

和系统性。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员质量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

临的新挑战，新情况分析得很少，不够具体。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党员质量的

方法、措施研究得不够具体，提出的措施理论性较强，可操作性不高。面对新形势，面对大

学生党员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作方法创新性不够[2]。 

2. 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党员发展现状 

随着高校学生规模的增长，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基层党组织数持续

增多。以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材料学院是学校的特色与优势学院，历史

悠久，肩负着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培养卓越人才的重大历史责任。在 2012年全国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科评估中排名并列第四，跻身 ESI国际学科排名前 1%行列。同时，材料学院招生规模大，

目前平均每年招收近 700名本科生，常年在校本科生近 3000 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近

1700人，学生党员 1200余名。虽然各高校都十分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但是大学

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 

（1）重数量，轻质量。一些高校重视党员发展数量，而质量意识有所淡化。对学生入党

的考察较多地集中在学习成绩和社会公德等方面,“多”而不“精”，较少考验发展对象在大

是大非问题上的党性表现，影响发展党员的质量。 

（2）重材料，轻标准。大多数高校只重视硬指标，诸如学习成绩、获奖、科研竞赛等方

面；对于一些不好操作的指标，诸如学生的入党动机等，很少考察。另外高校党建工作人手

相对不足，很多学生党组织工作干部经验不足，没有时间对入党学生逐一考核，只是批量式

式培训，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3）重形式，轻培养。学生党员教育培养系统不够规范，教育形式和内容的针对性实效

性不强。高校学生党员的教育培养工作，主要的还是通过举办党校理论培训班，教育内容和

形式过于陈旧，没有实效性。同时，因其形式比较单一，缺乏生动性、趣味性，导致绝大部

分学生没有兴趣，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4）缺考评，少惩处。大多数高校尚未建立起符合学生党员实际的惩处条例，尤其是对

于不合格学生党员没有退出条例，这导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高校没有建立党员

目标管理体系，没有全面对党员进行考评，这导致出现党员发展时用劲、转正却退步的现象。 

3. 构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规模及质量保证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为了提高学生党员的发展质量，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院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央关

于党员发展的要求，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原则，严肃大学生党员发展标准考察培养

教育管理等各个环节，采取了各种措施，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保证其得到充分落实，探索和

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党员发展质量保证机制，学生党员发展建设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1）严把党员质量关，建立健全的党员审核考察制度。为进一步在广大同学中体现党员

先进性，树立更好的先锋模范作用，学工办、学生党总支制定全面有效的党务工作制度，并

作定期考查。另外，设立纪检通报制度，对拟发展的学生党员的学习、工作及日常生活进行

全面评定考核，提高党员自身质量。从目前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方面来看，这几年我院每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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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党员近两百名，他们基本上都是从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干、优秀团干、优秀团员和一、

二等奖学金的学生中发展来的。他们是各级党组织经过长期的考察、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党

员的自身素质都得到了师生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2）学生党员的考评机制不断完善。为进一步把学生党员的培养纳入学院教育教学和人

才培养工作的各个环节，院学生党总支和学工办党支部组织各本科生党支部召开以自查互评

交谈心为主要形式的“求是、卓越、奉献”民主生活会，并采用“量化考核表”对学生党员、

党支部进行学年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学生党员组织考察、按期转正、评先评优以及党支部工

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学生党员每年年终对自身上一学年的综合表现进行自评，各党支部每学

年末对所属党员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学生党总支对所属各党支部每年进行一次工作目标考核，

最终形成完善的考评机制。通过考评机制的建立，可以查找党员和支部在发展的过程中的不

足。 

（3）党员的教育管理初步形了成自己的特色。多年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党总支

围绕以教学为中心和育人为根本任务，在党员的教育管理方面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通过开

展“求是、卓越、奉献”主题教育活动实践项目建设，切实增强我院学生党员对“实事求是、

卓越进取、奉献担当”精神品质的理解认同和自觉践行感。为调动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热情，帮助同学们在实际中验证理论的合理性，由学生工作办公室指导，马列研究会具体实

施，在学生中普遍开展了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大赛、班级风采大赛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要求

入党积极分子必须在马研锻炼学习一年以上。各年级党支部积极开展与教师支部结对、师生

共建，“一帮一”帮扶困难学生，这些活动都收到了明显的教育效果。 

（4）运用信息化推进党员队伍管理。在信息化时代，党员学习的方式与内容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3]。学习内容具有开放性、海量化、更新频率加快的特征，高校的党政工作干部必须

建立“大数据观”。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党建工作上，是党建工作的时代要求，也是与

时俱进的必然选择。目前，学生入党情绪普遍高涨。高校从学生递交入党志愿申请书转为入

党积极分子起，到参加党校培训、日常考察，到发展为预备党员，最终转为正式共产党员等

过程中都需要留下很多相关文件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思想汇报、自传、群众意见、父母函调、

考察表写实等，考察周期长，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资料保管稍有不慎就有遗失的危险。武

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通过信息化管理办法，对学生的入党材料进行统一有效的管

理，增加工作效率。从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参加党校培训及结业考试，支部考察等，借助

“理工党员网”构建的学生党员信息化模块，将党员信息进行高效化和准确化的管理，对每

个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发展历程都进行科学有效的追踪，可以有效地消减错误信息的发生概率。

同时这也是规范他们行动，保证他们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一个过程。 

4. 结论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形势下，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形势逐渐严峻起来，问题逐渐增多。

高校的党建工作必须主动适应这些变化，严守制度，严格把关，狠抓质量，不断完善和发展

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证机制，探索出与之相适应的学生党员发展规模及质量保证体系，培

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大学生党员，促进高校党建工作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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