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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申请书》书写规范 

 

申请入党的同志一般要由本人向党组织提交书面申请。写入党申请书，就是

申请人向党组织表达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和决心。入党申请书并没有固定

的格式，但内容有基本的要求。一般说来，入党申请书的基本格式和内容如下： 

（1）标题  一般写“入党申请书”。 

（2）称谓  即申请人对党组织的称呼，一般写“敬爱的党支部”。顶格写在

标题下的第一行，后面加冒号，表示有话要说。 

（3）正文  主要包括： 

① 申请入党人对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的认识，为什么要入党，即 

入党动机和对待入党的态度，并表明自己的入党愿望； 

② 简要总结个人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主要表现情况； 

② 今后努力方向以及如何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上述内容是 

入党申请书的主要部分。 

（4）结尾  申请书的结尾，一般都用“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或“请

党组织看我的实际行动”作为正文的结束。正文写完后，加“此致，敬礼”等用

语结束全文。 

    申请书的最后，要署名和注明日期。一般写“申请人 ×××” ，下面写上

“×年×月×日”。 

另外，为了能使党组织对自己有全面的了解，申请人可以另外写一份材料，

将个人履历、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情况写清楚。如果自己有政治历史

问题，或犯过什么错误，受过什么处分，或受过哪些奖励和表扬，获得哪一光荣

称号，都要如实写明；如果自己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有人政治关系比较

复杂，或者受过刑事或其他重大处分，也应实事求是地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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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汇报》书写规范 

 

思想汇报是申请入党的人为了能使党组织更好了解自己的思想情况，自觉地

争取党组织的帮助教育和监督，定期（一般为每三个月）用书面形式向党组织汇

报思想所用的一种文书。思想汇报的格式与通常书信的格式相近，书写对象是党

组织。 

思想汇报的基本内容及书写格式通常如下： 

（1）标题 可直接写“思想汇报”字样，也可概括汇报的主要内容，另拟标

题，如“预防职务犯罪” “展览观后感”等。 

（2）称呼 即汇报人对党组织的称呼，一般写“敬爱的党组织”，顶格书写

在标题的下一行，后面加冒号。 

（3）正文 内容要紧紧围绕自己思想上的认识，汇报内容视每个人的不同情

况而定，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①  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党的重要文件、重要文

章和参加重要活动后所受的启发教育，心得体会。 

②  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每一个时期中心任务或某项工作、某些问

题的看法和自己的态度。 

③  自己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本质的认识和政治立场。 

④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产生矛盾时，自己

的想法，如何对待和处理的情况。 

⑤  自己外出工作或学习时遇到的思想和认识问题。 

⑥  自己一段时间内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有哪些进步，尚存在哪些

不足，自己要求进步的决心和信心。 

⑦  自己认为其他有必要向党组织汇报的思想情况。 

（4） 结尾 思想汇报结尾可写上自己对党组织的请求和希望。一般用“恳 

请党组织给予批评、帮助”或“希望加强对自己的培养教育”等作为结束语。 

（5）署名和日期 在结尾下一行的右半行，书写“汇报人×××”，再下一

行写上日期。 

 

特别注意：思想汇报必须结合本人实际，不能空谈，不能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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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传》书写规范 

 

 自传，是自述生平的文章，即把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经历、思想演变的过

程等系统而又重点地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是积极分子向党组织书面汇报的一

种形式，是党组织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历史及对党的认识的思想演变过程有一个全

面的、详细的了解和考察的重要材料。凡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应撰写自传。 

一、自传应包含的内容 

（1）写明个人历史，一般从七岁（或上小学）时写起，一直写到现在，前

后时间要衔接，并提供证明人。 

（2）写明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业、

政治面貌、有无政历问题等。 

（3）要写明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这是自传的主体部分，要详细说明自己

对党的认识，要求入党的思想演变的过程。 

（4）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方面的认识和切

身体会。 

（5）在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时期（如‘文革’ 、‘6•4’风波、‘法

轮功’事件等）中的表现、思想认识和态度。 

（6）总结自身的优缺点及今后努力方向。 

二、撰写自传的要求 

撰写自传必须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凡是应向

党组织说明的主要问题都要在自传中写清楚。 

撰写自传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以思想演变过程为主要内容，内

容要写得比较详细，字数一般不少于 2000 字。自传应用钢笔书写，字迹要清晰、

端正，末尾要签名并注明日期。 

三、自传的标题为“自传”，所含内容中个人信息及（1）、（2）两点单独作

为自传第一页，格式见下页。其它内容从第二页开始书写，毋需再加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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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传 

姓  名 ｘｘｘ 性别 ｘｘｘ 民族 ｘｘｘ 

出生年月 ｘｘｘ 籍贯 ｘｘｘ 专业年级 ｘｘｘ 

个人简历 

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学习（工作）地点 担任职务 证明人 

1994.8 2000.7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县ｘｘ

小学（省市县校逐级写） 
中队长 （班主任） 

2000.8 2003.7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县ｘｘ

中学 
无 （班主任） 

2003.8 2006.8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县ｘｘ

中学 
无 （班主任） 

2006.9 2010.7 
ｘｘ大学ｘｘ学院ｘｘ专

业ｘｘ级ｘｘ班 
班长 （班主任） 

2010.8 现在 
同济大学电信学院ｘｘ专

业ｘｘ级ｘｘ班 
无 （班主任） 

家庭成员的情况 

称呼 姓名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政治面貌 

父亲 ｘｘｘ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单位 科员 党员 

哥哥 ｘｘｘ ｘｘ大学ｘｘ系ｘｘ级 班长 团员 

奶奶 ｘｘｘ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县ｘｘ

乡ｘｘ村ｘｘ组 
无 群众 

主要社会关系的情况（此处至少写两人） 

称呼 姓名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政治面貌 

伯父 ｘｘｘ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县ｘｘ

乡ｘｘ村ｘｘ组 
无 党员 

阿姨 ｘｘｘ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单位 无 群众 

阿姨 ｘｘｘ ｘｘ省ｘｘ市ｘｘ单位 无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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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共预备党员公示（例文）》 

    根据《上海高校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经 xx 党委（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审查，拟吸收下列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xxx 同志，男（女），xxxx 年 x 月出生，xxxx 年 x 月提出入党申请，xxxx 年

x 月经党校培训，成绩合格。 

 

xxx 同志……（同上） 

 

以上同志拟于xxxx年 x月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如对发展上述人员有意见，

请向 xx 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或有关党支部）反映。公示时间从本日起至

x月 x日止。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联系信箱： 

 

 

 

                                         xx 基层党组织名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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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志愿书》 

 

   一、对党支部的要求 

在填写《入党志愿书》前，党支部书记和入党介绍人应找发展对象谈话，进

一步开展对党忠诚的教育，并讲清填写《入党志愿书》的要求，在正式填写前，

可以由入党介绍人指导发展对象进行模拟填写，然后由发展对象正式填表。 

   二、申请入党人的书写要求 

1．“入党志愿”  《入党志愿书》中的“入党志愿”应与本人最初递交的入

党申请书有所区别。入党志愿是在发展对象提出入党申请后，经过党组织一年以

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特别是通过“三级党校”培训合格后填写的。因此，“入

党志愿”理应在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上比最初提出入党申请时有较大的提高。在

填写这一栏目时，应着重写本人对党的纲领、性质、指导思想和党员义务、权利

的认识及理解，实事求是地写出本人思想和认识的提高过程，并表明自己如何争

取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决心。 

2．“本人经历”  一般从七岁或上小学填起，起止年月，前后要衔接。 

3．“家庭主要成员”  系指本人的直系亲属（父母、爱人、子女）和长期生

活在一起的、受其抚养或由本人供养的其他亲属。要写明与本人的关系、姓名、

工作单位、政治面貌、职务。 

4．“主要社会关系”  指与本人来往较多、关系密切的亲属、亲友、同学、

同事等，要写清关系、姓名、工作单位、政治面貌、职务等。 

5．《入党志愿书》必须贴本人近期免冠照片，须本人用钢笔填写，填写中应

避免出现涂改的现象。 

    三、入党介绍人的书写要求 

入党介绍人应向支部大会着重介绍发展对象的政治觉悟、思想品质、入党动

机、工作学习表现，并加以分析和做出全面的评价。介绍中应实事求是地指出主

要缺点和不足，并提出努力方向。入党介绍人应分别表示各自对申请人是否具备

入党条件的明确意见。 

1．入党介绍人意见应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根据被介绍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学习、作风纪律等方面的表现写出综合性意见。二是指出被介绍人的不足及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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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方向。三是按照党员的标准全面衡量，表明自己对被介绍人是否具备入党

条件的态度。 

2．入党介绍人意见的撰写要求： 

① 要坚持党性原则，本着对党组织负责、对被介绍人负责的态度，坚持全

面分析，对被介绍人的情况如实反映。 

② 在写明被介绍人的主要优缺点时，优点要概括得符合实际；缺点要具体，

切中要害，不要只笼统、抽象、简单的提点希望。 

③ 两名介绍人都要有自己的意见。第二介绍人不能简单地写“同意另一个

介绍人的意见”。 

附：入党介绍人的意见例文 

 第一介绍人 

×××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能够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入党动机端正。工作积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工作和学习中较好地发

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正直，襟怀坦白，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有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

任务奋斗终身的决心。不足之处：在工作方法上，有时比较简单。 

用党章规定的标准全面衡量×××同志，我认为他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我愿意介绍

×××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介绍人：××× 

                                               ××××年×月×日 

 

第二介绍人意见 

我同意介绍人×××的意见。×××同志对加入党组织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入党动机

端正。能够自觉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有较强的吃

苦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完成工作任务较出色。缺点是：有时在处理问题时，脾气过于急躁。 

我认为×××同志符合党员条件，愿意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介绍人：××× 

                                               ××××年××月××日 

四、支部大会决议的书写要求 

此栏应由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填写。要求：1、简要介绍发展对象争取入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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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组织考察培养的情况和基本评价。2、着重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研究作出的

同意接收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意见。3、简要叙述大会的基本情况：会议时间、

应出席人数、实到人数、列席人数、具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数及表决结果。 

附：接受预备党员支部大会主持词例文 

同志们： 

今天，我们×××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以提示讨论接收新党员。下面清点到会人数。 

（清点后）现在向大会报告党员出席会议的情况：×××支部共有党员××名，其中正式党

员××名，预备党员××名；今天出席大会的党员××名，其中正式党员××名，预备党员

××名。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实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一半，符合有关规定，可以开会。 

××党委××委员×××同志出席了我们今天的支部大会，给予指导；××名入党积

极分子列席了我们的会议，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 

同志们，经支委会研究决定，今天的支部大会由我主持。现在我宣布接受新党员支部

大会开会。 

附：支部大会通过接受预备党员的决议例文 

    支部大会通过接受×××同志为预备党员的决议 

    中共××××支部于××××年××月××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了×××同志的

入党问题。会议认为，×××同志向党组织提出申请之后努力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成为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经常写学习体会。他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经常征求党内外同志对自己的意

见，及时向党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对党的认识明确，入党

动机端正，有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终身的决心。他能够自觉地与党中央保

持一致，拥护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而奋斗。他能够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处理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积极参

加各种集体活动。利用自己的专长热情地为同志们服务，乐于助人，工作学习等各方面表现

都较为突出。 

    主要缺点是：性格急躁，做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够耐心，方法少了些，今后要注

意克服。 

    党支部大会经过充分讨论，认为×××同志已经基本具备共产党员条件，同意吸收为中

共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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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支部共有党员 24名（其中预备党员 2名），今天到会 23名。经举手表决，

到会的 22名正式党员中，20票赞成，2票弃权。 

                                          中共×××党支部 

                                       支部书记××××（签名盖章） 

                                        ××××年××月××日 

五、上级党组织谈话人意见的书写要求 

谈话要求：一是着重了解发展对象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的

掌握情况；二是重点考察其基本政治立场、入党动机等；三是根据综合考察和全

面衡量，提出是否同意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意见。 

附：上级党组织谈话人意见例文 

    支部大会通过接受×××同志为预备党员的决议 

受党组织委托，本人于××××年××月××日与×××同志进行了谈话。从谈话和翻

阅入党材料中了解到：×××同志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以实际

行动争取早日入党。他认真学习党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对党

的认识明确，入党动机端正，有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终身的决心。积极参

加各种集体活动，乐于助人，工作学习等各方面表现都较为突出。主要缺点是：理论联系实

际的本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根据×××同志的一贯表现，我认为其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且入党动机端正，外调政

审合格，建议接纳其为中共预备党员。 

六、预备党员转正申请的书写要求 

转正申请是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时向党组织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书面材料，

一般应在转正期满前一个月提交党支部，其写法如下： 

1. 标题 一般为“转正申请书”，居中书写。 

2. 称呼 顶格写“敬爱的党组织”或“敬爱的党支部”，然后加冒号，下一

行开始写正文。 

3. 正文 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① 写明自己被批准为预备党员的时间及预备期满的时间（注意预备期满的

时间在日期上应比被支部大会批准为预备党员的时间早一天）。延长预备期的党

员要写明什么时间因何原因被延长预备期的，到什么时间延长期满，并向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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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② 汇报自己在预备期间的表现情况，这是转正申请最重要的部分，应该写

得全面、具体、详细。首先，总的写明自己入党后，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提高

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党性修养、解决思想问题等方面所取得的收获。其次，写明

自己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再次，如实写出自己入党时党组织所提出的缺点的

改正情况，现在还存在哪些不足，如何争取改正等，尤其是延长预备期的党员要

重点说明延长期间的缺点问题改正情况。 

③ 针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写明今后的努力方向，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具

体措施。 

④ 如果还有什么情况和问题，在入党时没有向党组织讲明的，或在预备期

发生了什么应该向党组织说明的问题，也应当写清楚。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这一部分就不用写了。 

⑤ 当向党组织表明愿意接受长期考验的态度。 

⑥ 结尾。用“此致，敬礼”结束，并署名和注明申请日期。一般居右书写

“申请人×××”，下一行写上“××××年×月×日”。 

七、预备党员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的书写提要 

通过一年预备期的考察（包括半年一次的写实性考察和党员民主评议）及审

核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并找本人谈话后方可提交支部

大会讨论。支部大会决议应由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填写。一要简要介绍该党员一

年来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存在的不足，指出今后努力

的方向；二要根据党章和细则的规定，作出是否符合中共党员标准，是否同意接

收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意见；三要简述支部大会的基本情况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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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党员转正公示（例文）》 

     

根据《上海高校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经 xx 党委（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审查，下列同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xxx 同志，男（女），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自 xxxx 年 x 月 x 日至 xxxx 年 x

月 x 日。 

 

xxx 同志……（同上） 

 

如对上述人员有意见，请向 xx 党委（党总支、直属支部或有关党支部）反

映。公示时间从本日起至 x月 x日止。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联系信箱： 

 

 

 

                                         xx 基层党组织名称：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