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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性别 ×

正面免冠照片
（2寸）

民族 ×族 出生年月 ×年×月

籍贯 ×县×镇 出生地 ×县×镇

学历 初中
学位
或职称 高级讲师

单位、职务或职业 ××镇××村务农

现居住地 ××县××镇××村

居民身份证号码 ××××××××××××

有何专长 无

入 党 志 愿

敬爱的党组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

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自 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壮大。从建党之初的 50多名党员，

逐步发展到今天这一个拥有六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党领导全

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做了三件大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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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结束了中国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第二件是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件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件大事现在继续在做。 ”

党的辉煌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 前赴后

继，英勇奋斗的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一

切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无愧是伟大、 光荣、

正确的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只要我们

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我们

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

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我从小就树立了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远大志向， 并且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热情更是有增无减。在高中时，我就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参加了党校学习。 平时，我还定期

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 同党员谈心交流思想， 使自己能够在

正确的引导下更快的成长。 在这不断学习和为之奋斗的漫漫长

路上，洒下了我无数的汗水，也耕耘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从最

初的要当英雄的幼稚的感性认识， 逐步上升到了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的理性认识阶段。 可以说我唯一的入党动机就是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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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追求思想进步的同时，我时刻记得自己还是一名学

生，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共产党员只有精通自身的业务， 才能

在群众中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为此，我在工作中踏实肯

干，任劳任怨，还经常作自我批评， 发现自己还有一些不足之

处。如理论学习过于死板， 不能灵活运用；工作中有些情绪化，

容易冲动。不过我会尽我所能予以改正的， 同时还请组织给与

指导和帮助。

在组织的关怀与培养下，我认真学习、 努力工作，政治思

想觉悟和个人综合素质都有了长足进步， 已经基本符合了一名

党员的标准，特此请求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如果组织批准我的

申请，我一定会戒骄戒躁，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作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 如果组织没有接受我的请求， 我也不

会气馁，会继续为之奋斗，相信总有一天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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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经历（包括学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单位、人何职 证明人

×年×月 ×年×月 ××镇××村上小学 ×××

×年×月 ×年×月 ××镇中学上初中 ×××

×年×月 ×年×月 ××县中学上高中 ×××

×年×月 今 ××镇××村务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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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年何地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年在××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何时何地参加过何
种民主党派或工商
联，任何职务

无

何时何地参加过何
种反动组织或封建
迷信组织，任何职
务，有何活动，以
及有何其他政治历
史问题，结论如何

无

何时何地何原因受
过何种奖励

×年在××中学因学习成绩突出被评为县
级“三好学生”

何时何地何原因受
过何种处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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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主

要

成

员

情

况

配

偶

姓名 ××× 民族 ×族
出生

年月
×年×月

籍贯 ×县×镇 学历 高中

参加工作时间 ×年×月
政治

面貌
党员或群众

单位、职务或

职业
×县×镇×村务农

其

他

成

员

关系 姓名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单位、职务或职业

父亲 ××× ×年×月 党员 ×镇×村务农

母亲 ××× ×年×月 群众 ×镇×村务农

儿子 ××× ×年×月 党员 ×县×局职工

主

要
社

会

关
系

情

况

姑父 ××× ×年×月 党员 ×县×局法制科长

姑母 ××× ×年×月 党员 ×县×局职工

舅父 ××× ×年×月 群众 ×县×村经商

舅母 ××× ×年×月 群众 ×县×村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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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向

党
组

织

说
明

的

问
题

无

本人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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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党
介

绍
人

意
见

×××同志思想先进，政治坚定，服从领导，团

结同志，工作积极，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 我认为×××同志已基本具备共产党员条

件，愿意介绍该同志入党。

介绍人单位、职务或职业 ××村党支部副书记

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同志能够熟练的掌握党章的内容和党的

基本理论知识， 能够较好的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

任务，在思想和行动上能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认为×××同志已基本具备共产党员条件， 愿意介

绍该同志加入党组织。

介绍人单位、职务或职业 ××村党支部委员

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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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大会通过接收申请人为预备党员的决议

×××党支部于×年×月×日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了×

××同志的入党问题。 支部大会认为该同志入党动机端正，

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在思想和行动上能够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同意接收其为预备

党员。本支部共有党员×名，有表决权的×名，实到党员

×名，经举手表决，×票赞成，×票反对，×弃权。

支部名称：×××村党支部 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上级党组织指派专人进行谈话情况和对申请人入党的意见

通过听取×××党支部关于×××同志入党情况的汇

报，并考核了该同志对党的认识和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掌

握情况，认为该同志入党动机端正，思想先进，政治立场

坚定，已符合党员条件，可以接收为预备党员。

希望该同志今后加强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发挥好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谈话人单位、职务或职业 县委组织部组织员

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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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部审查（审批）意见

×年×月×日总支部委员会讨论审查了×××同志的

入党问题，认为该同志已基本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

同志接收×××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

总支部名称 ×××党总支 总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基层党委审批意见

×年×月×日党委会讨论审查了×××同志的入党问

题，批准×××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从×

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基层党委盖章 （盖章） 党委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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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大会通过预备党员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年×月×日支部大会讨论了×××同志的转正申

请，认为该同志自×年×月×日入党以来，能严格按照党

员标准要求自己，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本支部共

有党员×名，除×名请假外，×名党员到会，经举手表决，

一致同意×××同志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支部名称 ×××党支部 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总支部审查（审批）意见

×年×月×日总支部委员会讨论审查了×××同志转

为正式党员的问题，认为该同志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

准，同意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总支部名称 ×××党总支 总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基层党委审批意见

×年×月×日经党委会讨论，批准×××同志为中共

正式党员。

基层党委盖章 （盖章） 党委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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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大会通过延长预备期的党员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年×月×日支部大会讨论了×××同志的转正申请，

本支部共有党员×名，除×名请假外，×名党员认为该同志还

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一致同意延长预备期。预备期延

长 1年，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支部名称 ×××党支部 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总支部审查（审批）意见

×年×月×日总支部委员会讨论审查了×××同志的转正

问题，认为该同志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同意延长预备期。

总支部名称 ×××党总支 总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基层党委审批意见

×年×月×日经党委会讨论，批准×××同志延长预备期

一年，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

基层党委盖章 （盖章） 党委书记签名或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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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