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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三条路径冶 强化 “三个特色冶
———广东 “青年之声冶 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 全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网上群众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 集中力量

建设了 “青年之声冶 网络互动社交平台。 按照全团统一部署,

广东各级团组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放众筹、 “四个融合冶、 精

准考核 “三条路径冶, 持续强化 “青年之声冶 工作社会化、 市场

化、 长效化 “三个特色冶,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 探索 “开放众筹冶, 搭建社会化平台

互联网领域竞争异常激烈, 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养成了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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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投票冶 的使用习惯。 共青团建设 “青年之声冶 网络互动社

交平台, 必须掌握互联网规律, 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一方面要发

挥共青团组织的公信力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 实现

服务资源和青年需求的有效对接; 另一方面, 必须改变以往自上

而下层级化推动工作的方式, 主动适应扁平化、 去中心化、 用户

导向的互联网思维。 团广东省委积极探索 “开放众筹冶 的工作

路径, 既深入挖掘团内资源, 推动各级团组织、 团干部通过 “青

年之声冶 直接联系、 服务青年, 努力调动普通团员的自主性和创

造力; 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视野和思维, 积极争取团外资

源, 通过搭建社会化平台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一年多来, 主要开

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盘活各类资源, 组建股份制实体。 采取了团属基金会通

过公益性股权捐赠相对控股、 国有传媒企业通过股权稀释融资入

股、 股份制互联网上市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持股的方式, 组建了广

东 “青年之声冶 混合所有制研发、 运营实体。 深度整合共青团、

大众传媒、 国有资本、 民营资本等各方力量, 逐渐形成了多方共

赢、 持续投入、 自我造血的活力市场主体。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青年需求。 始终将满足普通青年实

际需要、 解决普通青年具体问题作为平台建设立足点, 通过在全

省各地各高校建立 20 个只许 “开炮冶、 不准 “点赞冶 的 “青年

之声冶 微信公测群, 发动、 奖励近 2000 名普通青年实时对广东

“青年之声冶 运营开发团队提出批评。 平均每天收到改进建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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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条, 每周公告吸收建议改造平台功能情况, 问题倒逼破解普通

青年 “为什么自主要来, 为什么自发要用冶 的关键问题。

三是引入第三方力量, 提供专业支撑。 联合中山大学、 华南

师范大学建立广东青年新媒体传播实验室、 广东青年大数据与云

计算实验室, 为广东 “青年之声冶 平台的研发、 监理提供专业

化、 前瞻性的第三方支持。

通过 “开放众筹冶、 搭建社会化平台, 广东 “青年之声冶 平

台已完成了三次全面升级迭代。 经过详细的需求调研, 最新的

V4. 0 版平台围绕 “青年服务提供者、 青年困难帮助者、 青年疑

惑解答者冶 的基本定位, 实现了平台功能的拓展和聚焦, 在广东

逐步形成了 “找活动、 找帮助、 找咨询, 上青年之声冶 这一具

有明晰社会认知度的产品形象。 截至 12 月 20 日, 广东 “青年之

声冶 互动社交平台实名注册个人用户 108. 6 万、 组织用户 1664

个 (其中团内用户 1426 个, 青年社会组织等团外用户 138 个),

每月活跃用户 9. 8 万、 问答数 10. 4 万、 活动发布数 992 个。

二、 探索 “四个融合冶, 提供市场化产品

以 “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在平台上安家落户、 生根发芽冶

为方向, 团广东省委持续探索推进 “四个融合冶 工作路径, 把

线上线下、 团内团外、 上级机关和基层组织充分整合起来, 让每

个 “融合冶 皆有专属功能可对应、 可操作、 可追踪, 基本实现

了 “四个融合冶 在 “青年之声冶 上的具象化、 产品化, 让青年

用户的获得感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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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发 “找活动冶 “重磅项目冶 功能, 推动 “青年之声冶

与共青团工作全面融合。 通过 “找活动冶 “重磅项目冶 两个功能

模块, 广东 “青年之声冶 实现了活动发布、 在线报名、 即时通

讯、 签到定位、 投票评选、 项目评审、 活动评价等活动开展的全

流程在线管理功能, 推动全省各级团组织、 青年社会组织把直接

服务青年的各项工作集中投放在广东 “青年之声冶 平台。 2016

年, “创青春创新创业大赛冶、 产业工人上大学 “圆梦计划冶、 最

美南粤少年评选等重大项目在平台上 “一站式冶 完成发布、 推

广、 报名、 投票、 咨询、 评议等工作, 累计吸引 3600 多个青年

团队、 82 万余人参与; 加上平台上 1664 个组织每月发布的近千

个活动, 为平台注入了人气和活力。 此外, 平台的新媒体建设也

取得一定成效, “广东青年之声冶 微信号目前拥有粉丝 125 万,

篇均文章阅读量达 32. 7 万。

二是开发 “发现线下冶 “在线预约冶 功能, 推动 “青年之

声冶 与 “青年之家冶 全面融合。 通过 “发现线下冶 “在线预约冶

两个功能模块, 广东 “青年之声冶 同步优化、 梳理、 公布全省

“青年之家冶 的服务供给、 时段、 承载能力, 实现了 “青年之

家冶 服务地图查询、 在线预约、 内容咨询、 满意度评价等功能。

出台 《 “青年之声冶 线下服务站——— “青年之家冶 建设基本要

求》, 明确阵地标识、 软硬件基准、 人员配备管理及提问回复要

求, 逐步提升工作规范。 目前, 全省已有 889 个 “青年之家冶 阵

地与 “青年之声冶 平台实时互通, 青年 “线上冶 解决不了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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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键转至 “线下冶, 基本形成了服务闭环。

三是开发 “大数据冶 “一号通冶 功能, 推动团内团外资源全

面融合。 投资研发平台底层大数据支撑系统——— “广东青年大数

据交互中心冶, 依托其实现了省内 “青年之声冶 和志愿者平台的

“一号通冶, 使互联互通的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800 万。 逐步打通全

省公益志愿、 就业实习、 创新创业、 社会教育、 婚恋交友等青少

年服务互联网平台底层数据, 形成涵盖青少年成长核心需求的在

线服务生态链, 为 “青年之声冶 平台功能拓展提供支撑, 吸引

更多的青年社会组织进驻平台、 更多的企业资源投放平台、 更多

的青少年用户有粘度地使用平台。

四是通过开发 “找帮助冶 “找咨询冶 功能, 推动机关和基层

全面融合。 通过开发线上 “找咨询冶 “找帮助冶 模块, 实现了用

户在线提交需求可指定相关团组织帮助解决, 平台全程公布、 跟

踪案例的处理进展。 针对青年在平台上提出的不同诉求, 摸索出

一套各级团组织 “线上接收诉求、 线下核实分析、 协调解决问

题、 及时反馈结果、 接受青年评价冶 的处置流程, 一年来共推动

解决青年集中性诉求和帮扶个案 362 例, 逐步形成了机关和基层

上下联动的帮扶机制。

通过探索 “四个融合冶、 提供市场化产品, 广东 “青年之

声冶 平台实现了从内容向产品、 从问答向综合服务、 从机关向基

层、 从基础建设向品牌推广的深化和升级, 为团组织服务大局提

供了新支撑, 为共青团改革提供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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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索 “精准考核冶, 健全长效化机制

为充分发挥考核激励作用、 明确平台建设发展导向, 在团中

央 “青年之声冶 考核办法框架下, 团广东省委逐步探索科学、

精准的考核评估体系, 旨在以准确客观的考核和青年参与的评议

激励各级团组织扩大平台有效覆盖面、 增强社会实质影响力, 建

立健全 “青年之声冶 平台建设实效化、 长效化机制。

1. 建立广东 “青年之声冶 (地市 / 高校) 平台影响力指数

一是真实反映平台的实质活跃度和青年参与度。 指数通过设

立 “独立访客有效访问量冶 指标, 采集独立访客点击进入具体

帖子的次数, 每天不重复计算, 确保了流量统计的科学; 指数还

规定平台上发布的活动没有用户报名或结束后没有上传现场照

片, 将不计入考核, 确保了活动统计的质量。

二是明确解决青年实际问题的重点工作导向。 指数设立 “团

组织参与解答问题数冶 和 “帮扶青年实际困难成效冶 两项高权

重指标, 并规定当 “帮扶成效冶 单项获得高分值时, 指数总分

值作同比例加权计算。

三是突出社会传播影响力因子。 对 “青年之声冶 的团内宣

传作为常规工作不计入考核, 重点推动各级组织依托城市广告、

电视媒体、 主流网络平台等进行社会宣传。 目前, 省本级已在

“广东发布冶 网上办事大厅开通 “青年之声冶 入口; 广州市也已

在全市一百多个志愿驿站铺设了 “青年之声冶 城市广告, 努力

扩大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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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青年参与评议监督机制

一是建立青年评议 “青年之声冶 平台建设监督机制。 通过

在平台显眼处开放 “吐槽我们冶 专属通道、 开通虚假活动举报

功能、 设置问答差评按钮、 设立求助信息和线下服务真实度反

馈, 鼓励用户向广东 “青年之声冶 平台提出意见建议。

二是建立青年通过 “青年之声冶 评议各级团组织、 团干部

监督机制。 广东 “青年之声冶 平台开发设计了青年实时评价模

组, 青年用户可对自己在平台参与的活动、 求助的案例、 接受的

服务进行评分, 对各组织、 专家的回答进行评价。 所有的评分和

评价会汇总加权计算成为入驻平台各团组织、 团干部的青年评议

标准分, 作为评价组织和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

通过科学测评 “青年之声冶 平台影响力指数、 引入青年评

议机制, 广东 “青年之声冶 网络互动社交平台逐渐成为全省共

青团改革的突破口和晴雨表, 既反映了各级团组织服务青年的工

作质量, 也体现了广大团干部密切联系青年的工作作风, 为团组

织开展新形势下青年群众工作拓展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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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1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