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党申请 发展对象登记表》填写规范 

——以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组织部印制的 2013年版为例 

《入党申请 发展对象登记表》是入党申请人、发展对象的档案

材料。发展前，由各党支部妥善保存并记录对申请人的培养考察情况；

条件成熟时，由各党支部将第二章第四点所列材料一并报上级党组织

审批；发展后，将本表及附属材料归入党员组织档案。 

一、总体要求 

1．《入党申请  发展对象登记表》由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组

织部印制，供本校师生员工申请入党时使用。自申请人提出入党申请

之日起开始填写。填写前，由各党支部负责人将表内项目向申请入党

人解释清楚。 

2．表内各栏均需用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要工整、

清楚，不得随意涂改，内容较多时可另附页（附页大小与登记表大小

一致）。填写本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客观公正、

真实全面。 

3．学生在校就读期间不能发展的，各级党组织应作出培养考察

意见和建议，以便新单位党组织进一步培养考察。 

二、具体栏目 

1．“封面”：①“单位”：外国语言文化学院。②“姓名”：应与

居民身份证一致。③“填表日期”：不填（注：原则上应为当前填表

的时间，如：“2014-5-8”）。 

2．“姓名”：应与居民身份证一致。 

3．“照片”：粘贴一张正面彩色免冠照片（大一寸）。 

4．“民族”：填写全称。如：“汉族”。 

5．“出生年月”：应与居民身份证一致。 

6．“籍贯”：填写本人的祖居地（指祖辈/爷爷的长期居住地）。

按现行政区划填写到县（市、区）。如：“广东梅县”。 

7．“出生地”：填写本人的出生地。按现行政区划填写到县（市、



 

区）。如：“广东从化”。 

8．“身份证号码”：要求填写真实无误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9．“家庭住址”：填写现在父母固定居住地址，详细至门牌号码，

如：“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88号之 808房”。 

10. “现有文化程度”：填写“本科在读”。 

11．“职务”：指担任学生干部职务，如：“班长”。 

12．“有何专长”：填写本人专业或业余爱好中的特长。如：“书

法”、“舞蹈”、“篮球”等。 

13．“入团时间”：按实际情况，真实无误地填写清楚，具体至年

月，如：“2009-5”。 

14．“本人经历（包括学历）”：从上小学填起，起止年月要衔接。

“在何地、何单位”要写全称。“任何职”应写明主要职务。“证明人”

填写熟悉本人情况的人或一同学习、工作过的人。经历要填到目前为

止，参考例子如下：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部门、任职 证明人 

XX年 XX月 XX年 XX月 在 XXX市 XXX 小学读书  班长 XXX 

… … … … 

XX年 XX月  在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

学院读书  班长 

XXX 

 

15．“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情况”：①“家庭成员”：主要填

写本人父母或抚养者、兄弟姐妹、子女以及和本人长期在一起生活的

人（父母已故的也应注明）。“单位、职务职业”一栏要写清楚工作单

位及职业职务，如：“建设银行华师分行 业务员”，如果兄弟姐妹是

学生，须写清楚就读学校，如：“广东工业大学 学生”，如果在家务

农，填写“在家务农”即可，如果是外出打工，填写“外出打工”即

可，如果退休，填写原工作单位并注明退休，如：“广东红星电子出

口公司 退休”，如不属于以上任何情况又处于无工作状态，填写“无”。

②“主要社会关系”：一般指与本人关系密切或本人受其影响较大的

亲戚、朋友，至少填写 1个，如：叔叔、姑姑、舅舅等旁系亲属。“单

位、职务职业”一栏填写要求用上。 



 

16．“何时何地因何原因受到何种奖励或处分”：①“奖励”：按

时间顺序填写高中以来，曾获奖励的时间、地点和获奖名称，如：“2006

年 10月 获华南师范大学“学习积极分子（三等奖学金）”,如果没有

内容则填“无”。②“处分”：填写受到党纪、政纪、团纪处分，其他

违规处分或刑事处罚等情况。要写明受处分的时间、地点、受处分的

原因等。如果没有内容则填“无”。 

17．“入党申请”：主要填写“入党申请书”原件的内容。包括申

请入党人对党的认识和要求入党的动机，申请人在思想、工作、学习、

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及今后的努力方向等，它是入党申请人向党组织表

明自己的入党愿望和决心的书面材料。不要单纯照抄党章或其他材

料，字数不少于 1200 字，字体工整，参考格式如下：填写时，首先

以“尊敬的党组织”起头，另起一行写“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独

占一行）。接下来的正文首先要将自己对党的认识写清楚。对党的认

识主要包括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宗旨、任务、路线的认识

和理解。其次要填写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准备怎样做一名合格

的共产党员，以及对待党组织能否批准入党的态度和决心。最后，填

写“申请人：XXX”，时间留空暂时不填写（备注：原则上时间应该填

原入党申请书的时间，如果此时间与党校学习登记表的不相符，请示

辅导员后，按党校学习登记表的时间填写）。如果原入党申请书格式

与本文要求不相符，需要把原入党申请书再润色，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用文稿纸重写一份，申请时间还是填写原入党申请书的时间[备注：

如果此时间与党校学习登记表的不相符，请示辅导员后，按党校学习

登记表的时间填写]。 

18．“个人自传及自我鉴定”：包括个人思想演变过程、个人的成

长经历及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情况等。它是党组织全面、

系统地了解申请入党人的重要材料之一。填写注意事项：① 实事求

是，紧密联系思想实际，突出重点，不要泛泛而谈；② 要要着重介

绍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尤其是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前后到现在的认识

情况；③ 内容全面、充实，字数不少于 1200 字；④ 时间（不用填

写）[注：原则上应与填表时间一致]； 

 



 

19．“培养考察意见”：由培养联系人填写，自入党申请人递交入

党申请书之日起每半年由入党介绍人各填一次（即第一次由入党介绍

人 A填写，第二次由入党介绍人 B填写）,如：填表时间是 2014年 5

月 8 日，那么第一次考察意见填写时间“2013 年 11 月 9 日”，第二

次考察意见时间“2014年 5月 9日”，内容包括入党申请人的思想、

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及存在的不足，是否具备党员条件等。 

培养考察意见 

第 

一 

次 

考 

察 

情 

况 

培养人 入党介绍人 A签名 时间 不填写 

例子:“（）”里的文字是必须要写的： 

×××(同学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以来)，思想追求上进，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良，工作认真负责，担任

班长期间能认真做到各项工作，为人诚恳，待人有礼，关心同学，

与同学相处和睦，具有较扎实的群众基础。(希望她再接再厉、扬长

补短，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 

二 

次 

考 

察 

情 

况 

培养人 入党介绍人 B签名 时间 不填写 

例子:“（）”里的文字是必须要写的： 

(经过半年的考察)，×××同学思想追求上进，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学习认真刻苦，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积极参与各项文体活

动，工作认真负责，担任班长期间能认真做到各项工作，为人诚恳，

待人有礼，关心同学，与同学相处和睦，具有较扎实的群众基础。(综

上所述，认为该同学符合一名中共党员的条件，建议党组织讨论其

入党问题。) 

 

20．“团组织推荐情况及意见”：① 团支部推优参与人员必须是

团员和党员，而且参与人数必须超过党员和团员总数的 60%以上，否

则无效，按实际情况使用“铅笔”填写“团员人数”（应该算上党员

数）、“参加人数”和“赞成人数”，原则上“参加人数”只能是小于

或等于“团员人数”，而“赞成人数” 只能是小于或等于“参加人数”。

② “推优意见”由班级团支书填写（注：如果发展对象本人是团支

书则由班长填写并用黑色笔签名，反之亦然），内容填写“经支部讨

论表决，同意推荐×××同学为入党发展对象”。③ 团支部书记使用



 

黑色签字笔亲笔签名（注：如果发展对象本人是团支书则由班长填写

并用黑色笔签名，反之亦然）。④ 日期不用填写，原则上应该比最后

一次考察意见至少晚 1天。⑤“院（系）团委意见。团委”意见由学

院团委书记填写，内容填写“同意推荐”（也可以直接盖“同意推荐”

的蓝章）。⑥ “团组织盖章”加盖学院团委公章。⑦ “团委书记签

名”学院团委书记亲笔签名。⑧ 日期不用填写，原则上应该比最后

一次团支部推优时间至少晚 1天。 

团
组
织
推
荐
情
况
及
意
见 

团支部推优情况及意见 

团员人数 铅笔填写 参加人数 铅笔填写 赞成人数 铅笔填写 

 

经支部讨论表决，同意推荐×××同学为入党发展对象。

（注：使用黑色笔填写） 

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签名)  （注：使用黑色笔签名）                        

年  月  日 （不填写） 

院（系）团委意见 

 

同意推荐 

团委书记：（此处由团委书记赵頔老师签名或盖章+学院团委的

公章） 

年  月  日（不填写） 

21．“听取群众意见座谈会记录”： ①“时间”（不填写）：召开

座谈会的日期，格式为年月日，如：2014年 5月 12日，原则上座谈

会的时间应比团委意见晚至少 1 天。②“地点”：召开座谈会的具体

地点，如“一课”。③“主持人”：座谈会的主持者，按要求必须是正

式党员。④“记录人”：座谈会的记录者，按要求必须是正式党员。

⑤“参加座谈会人员”：由座谈会的记录人填写或由参加座谈会的群

众签名。一般要求 8-12 名群众参加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群众的组

成要有代表性，假如是讨论学生发展对象的，一般要求有学生干部和

非干部学生，尽可能有教师参加。⑥“主要内容及意见”：由记录人

填写。群众意见包括群众对发展对象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

面的意见及群众公认度。听取群众意见要全面、客观，要注意避免只

谈优点、不谈缺点的现象。书写要求：第一部分内容，参加座谈会的

每位群众对发展对象的总体评价，由记录人按每位群众的评价内容进

行归纳小结（格式：×××：……）；第二部分内容，对全部群众的



 

评价进行归纳总结（格式：综合参加座谈会群众的意见……）；第三

部分内容，对是否可以推荐该同志为发展对象提出意见（格式：经讨

论，同意推荐×××同志为入党发展对象）。 

例文： 

听取群众意见座谈会记录 

×××：政治思想上，能自觉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拥护党的领导，

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有较强组织纪律性。 

×××：学习上，刻苦认真，不马虎，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

业，成绩优秀。 

×××：工作上，在担任生活部干事时，工作认真，把部门工作

做得很好，能关心同学，团结同学，群众基础扎实。 

×××：生活上，个人生活习惯良好，宿舍内各样东西摆放整齐，

井井有条，不凌乱。 

×××：给人一种正直的感觉，办事能力强，心地善良，能热心

助人，当同学有不懂的问题问他时，他都会耐心地解答。 

×××：为人可靠，值得信任，每一件事他都能做好，做事非常

有恒心，只要确定了要做的事，就会把它完成，绝不会半途而废。 

×××：为人踏实，实事求是，待人有礼，热心助人，和同学关

系良好。 

×××：不足方面，与同学交流较少，有点内向，是默默奉献的

人。 

综合参加座谈会群众的意见，认为×××同志思想上进，学习刻

苦，成绩优良，生活作风正派，群众基础扎实。但也还存在着与同学

交流较少的不足，希望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注意改进。 

经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推荐×××同志作为入党发展对象。 

22. “指导教师意见”：不填。 

23．“政治审查情况及意见”： 

①入党积极分子被确定为发展对象后，党支部要对其进行政治审

查，并形成综合性政审材料。凡没有经过政审的，不能发展入党。政

治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对象本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

其本人的政治历史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直系亲属及与本人关



 

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提出是否可以作为入党发展对象

的意见。 

例文（注：本部份只须修改×××，其它内容照抄）： 

“×××同志积极要求进步，政治表现好，在思想上、政治上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政治历史清楚。同

意将其列为本次入党发展对象。” 

②“党组织（盖章）”：盖学院党委公章。 

③“日期”：为党支部完成政治审查情况及意见的日期，原则上

应比群众意见座谈会时间晚至少 1天。 

24．“党支部讨论情况及意见”： 

①“时间”、“地点”、“记录人”必须填写真实情况。 

②“党支部讨论情况及意见”：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对发展对

象是否具备党员条件进行讨论，并形成意见。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发

展对象的基本情况、现实表现（在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方面的

情况）、主要优缺点及党员大会的讨论情况等；提出能否作为发展对

象的意见。 

例文（注：本部份应根据发展对象的情况进行填写，不能照抄）： 

“×××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思想上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在向组织靠拢的过程中，他主动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参加各种党的理

论知识学习班。在工作上，担任了×××等学生干部职务，积极主动，

不计个人得失，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学习上，刻苦勤奋，学习态度

端正，学习成绩优良。在班集体中，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同学们需要

帮助时，他总是热情相待，群众基础扎实。为人谦虚，严于律已，作

风优良。不足方面，有时候太过急躁。×××同志入党愿望迫切，入

党动机纯正，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将其列为本次入党发展对

象。” 

③“支部书记（签名）”：由党支部书记亲笔签名。 

④“落款日期”：召开党支部讨论会议的日期，原则上比政审意

见的时间晚至少 1天。 

25．“公示情况”： 

①公示范围为发展对象所在单位，公示方式采取学院网站“党务



 

公开”专栏公布方式，公示期限为七天。公示期结束后，将公示情况

及处理意见及时填入表格内。例如：“经公示，无任何人对把该同志

列为本次发展对象持有异议。”（也可以盖有此字样的蓝章） 

例文： 

公 示 

为切实贯彻“从严治党”方针，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严格把好

新党员发展的“入口”关，使党组织更全面地了解发展对象的政治立

场、思想品质、入党动机、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和实际工作表现等方

面的情况，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对发展对象的意见，并接受群众对党

组织发展党员工作的监督，特将我院本科 2012党支部近期发展对象

张三丰等 2名同志的基本情况公示如下： 

姓名 性别 年级 入党申请时间 曾任职务 曾获奖项 

张三丰 男 本 2012 2012-10-8 班长 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班长 

李四 女 本 2012 2012-12-4 团支书 无 

注：职务和奖项只需填写最有代表性的三项，无则填“无”。公

示时把这一句话去掉。 

特此张贴公示，向党内外群众进一步征求对张三丰等 2名同志的

评价和意见（即：成绩或优点，不足或问题）。 

有意见者，可以口头或书面等方式直接向学院党委联系反映情

况，联系电话：85210823。口头或书面意见应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为七天（2014年 5月 1日至 2014年 5月 7日）。  

特此公示。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本科 2012党支部 

                                  2014年 5月 1日 

 

②“负责人”：由学院党委书记亲笔签名。 

③“落款日期”：为填入公示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日期，但必须是

公示期结束后的时间，而且大于或等于前一日期。 

④“党组织盖章”：盖学院党委公章 

 



 

26．“二级党委（党总支）审查（批）意见”： 

① 由学院党委审批后填写，填写内容“同意发展”（可盖“同意

发展”蓝章）； 

②“负责人”：由学院党委书记亲笔签名。 

③“落款日期”：必须大于或等于前一日期。 

④“党组织盖章”：盖学院党委公章 

27．“校党委组织部审批意见”：由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组织

部审批后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