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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17 年 1 月 12 日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要求, 团中央在全团

建立了 “1+100冶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 推动每名专

职团干部、 挂职团干部和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兼职团

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 100 名普通青年, 其他兼职

团干部联系不少于 10 名普通青年, 做好直接联系、 直接

服务、 直接引导工作, 把广大团员青年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半年多来的实践

证明, 这项工作在推动团的工作方式转变、 密切团组织

与青年的联系、 培养团干部群众工作作风、 增进广大普

通青年获得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共青团正本清

源推进改革、 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群众工作探索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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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冶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作为落实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的标志性、 牵动性举措,

2016 年 5 月, 团中央下发 《关于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的

通知》, 在全团启动 “1+100冶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 截至

2016 年底, 全国共有 21 万名团干部开展 “1+100冶 工作, 直接

联系青年 1680 余万人次, 开展了大量线上线下活动。

一、 认准了就全力做, 使直接联系青年成为每名团干部的工

作自觉

1. 强力推进, 形成整体态势。 一是抓部署指导。 团中央对

“1+100冶 作出了 “三重大三基本冶 的工作定位: 新形势下推进

共青团改革的重大部署, 共青团去除 “机关化、 行政化、 贵族

化、 娱乐化冶 现象的重大举措, 团的工作理念、 工作方式、 工作

机制的重大转变, 团干部应当履行的基本职责、 完成的基本任务

和工作中应当执行的基本制度。 5 月份, 全团就建立 “1 +100冶

制度作出部署, 下发 《直接联系青年工作指导手册》 《直接联系

青年制度参考路径》 等资料, 制作了一批 H5 产品, 加强工作解

读和工作指导。 二是抓调度示范。 分片区对全国所有省 (区、

市) 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团中央机关把 “1 + 100冶 工作确定为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 书记处同志带头开展直接联

系青年工作, 机关干部在全团各级领导机关率先实现每人联系不

少于 100 名普通青年的目标, 为全团推进工作探索了经验、 作出

了表率。

2. 建立机制, 促进习惯养成。 直接联系青年是团干部在工

—2—



作上的回归本源, 习惯养成是重要任务, 也是重要目标。 一是建

立每季度 “五个一冶 工作机制。 按照联系团员青年线上日常有

声音、 有互动、 有话题, 线下每个季度有活动、 每年有面对面交

流的总体要求, 由省级团委结合工作实际, 确定本省份团干部每

季度开展的五项工作内容, 明确开展工作的最低频次要求。 二是

建立日常工作记录制度。 开发了 “1+100冶 数据管理系统, 并基

于 “共青团中央冶 官方微信号开发了手机端, 推动每名团干部

运用新媒体开展工作, 并形成真实完整的工作记录, 实现工作可

记载、 可查询、 可互动、 可检验。 三是建立工作通报制度。 在数

据管理系统建立 “光荣榜冶 “加油榜冶, 公示省级团委工作推进

情况。 团干部可以随时看到自己在本单位、 在全国的积分排名,

强化双向激励。

3. 统一行动, 带动整体活跃。 实现工作理念、 工作方式、

工作机制的重大转变, 既要有工作机制去规范, 还要有集中行动

来带动。 一是集中开展 “机关开放日冶 和 “走进基层冶 活动。 7

月底 8 月初, 全团集中统一行动, 5400 家团组织开展 “机关专题

开放日冶 活动, 邀请 27. 4 万名团员青年走进团组织办公场所;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和部分高校、 企业团委班子成员开展走进青年

活动 6100 场, 参加团员青年超过 30 万人。 二是开展 “最美青春

故事冶 分享活动。 推动各级团组织通过分享会、 演讲、 征文、 微

视频、 H5 页面等形式, 在省、 市、 县层面分别产生了一大批基

层团干部典型和青年典型, 形成了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 团员青

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 三是开展 “1 +

100冶 团干部集中服务青年月活动。 把 2017 年 1 月定为集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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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结合元旦、 春节契机, 推动各级团组织、 团干部广泛开展帮

助农民工返乡、 文体娱乐、 联谊交友、 “最美青春故事冶 分享等

活动, 集中联系服务青年。

4. 加强宣传, 营造良好氛围。 推进改革, 统一思想认识是

统一行动的前提和关键。 针对 “1+100冶 工作推动的不同阶段,

在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 4 篇社论、 评论, 并配合制作了一批新媒

体产品, 对 “1+100冶 工作的重要定位和重大意义进行了系统宣

传解读, 结合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组织团干部开展直接联系

青年工作大讨论, 在全团有效统一了思想、 凝聚了力量。 将各级

团的领导机关专题开放日和走进基层活动纳入中宣部重点宣传计

划,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国青年报等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 以及团属新媒体平台宣传报道, 并通过 H5

页面等新媒体产品宣传各地工作经验、 优秀典型。 各级团组织也

积极运用全媒体手段开展宣传, 形成了整体工作声势。

二、 发挥牵动性作用, 以直接联系青年的工作成效推进共青

团改革

1. 密切了团组织与青年的联系。 截至 2016 年底, “1+100冶

数据管理系统显示, 全国共有 21 万名团干部开展直接联系青年

工作, 其中专职团干部 8 万名, 兼职团干部 13 万名; 共联系

1680 余万名青年, 人均联系青年 80 名; 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156 万次, 人均开展活动 7. 4 次。 团干部在广泛建立微信群、 QQ

群、 用好 “1+100冶 微信手机端、 结合 “青年之声冶 平台开展线

上联系的同时, 积极走进青年开展面对面活动, 倾听心声、 了解

需求、 答疑解惑, 与小伙伴们交上了朋友, 并针对小伙伴们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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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和困难, 开展了大量 “微服务冶, 提升了青年的获得感。

2. 初步形成了新的组织运行机制。 团中央在推进改革过程

中, 把改变机关运行模式、 从机制层面解决脱离青年问题作为重

点, 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 一是建立 “8+4冶 制度, 每年 50%

的机关干部到区县团委工作 4 个月; 二是建立 “4+1冶 向基层服

务对象报到制度, 机关干部每周到基层单位工作 1 天; 三是建立

“1+100冶 直接联系青年制度, 推动广大团干部直接联系、 服务

和引导青年; 四是深化 “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冶 大

宣传大调研活动, 推动每名机关干部每年集中到基层蹲点调研 3

个星期。 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 机关干部深入基层、 深入青年的

时间大幅提升, 大部分工作时间要和所联系的群众在一起的目标

正逐步成为现实。 通过机关干部大量下沉基层、 走进基层, 工作

重心进一步下移, 工作设计、 决策、 部署、 落实、 评价更加注重

基层导向和青年导向, “机关化、 行政化冶 等问题正在逐步

解决。

3. 促进了团干部工作作风转变。 从严治团, 关键在团干部,

重点在团干部作风。 通过建立 “1+100冶 工作制度, 推动各级团

干部强化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不折不扣落实规定动作, 扎扎实

实开展联系、 服务、 引导工作, 在全团营造了真抓实干、 狠抓落

实的良好氛围。 在扎实的联系服务中, 各级团干部坚持身到、 心

到、 服务到, 通过一点一滴的温暖与青年逐渐拉近距离、 增进感

情, 不追求轰轰烈烈搞活动的形式, 坚持水滴石穿、 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形成了虚功实做、 难事长做、 久久为功的工作状态。 通

过开展 “最美青春故事冶 分享活动, 在全团挖掘、 推广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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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系青年的团干部典型, 示范带动了更多团干部深入基层、

服务青年, 强化群众意识、 群众观点和为民情怀, 在与青年的密

切联系交往中提高群众工作本领, 实现个人健康成长。

4. 带动了基层组织的活力提升。 全团统一设计实施了团的

领导 “机关开放日冶 和 “走进青年冶 活动、 “最美青春故事冶 分

享活动等载体, 使各级团组织特别是基层团组织及时得到明确信

号和工作要求。 各省级团委普遍建立了 “五个一冶 工作机制,

明确了每季度本省 (区、 市) 各级团组织五项工作内容, 并给

予基层团组织创新开展工作的空间, 推动基层团组织既围绕规定

动作公转, 也结合本地实际自转。 总体看, 通过全团统一调度,

提高了基层团组织联系普通青年的频次, 促进了工作整体活跃,

特别是实现了从依靠搞活动 “弱冶 联系青年向团干部直接 “强冶

联系青年转变, 打破了组织和个人的边界, 使团组织、 团干部真

正融入青年、 服务青年, 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

5. 探索了思想引导工作新载体。 把广大青年紧密凝聚在党

的周围, 是共青团最根本的职责使命和最重要的组织价值。 开展

“1+100冶 工作, 就是要推动广大团干部直接面向青年, 一对一

开展针对性思想引导工作。 坚持正面引领, 各级团干部重点围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冶,

广泛开展了宣讲交流、 讲团课、 青春故事分享等活动。 坚持寓引

导于服务, 加强线上键对键、 线下面对面的联系交流, 开展点点

滴滴的服务, 把陌生人转化为熟人、 转变为朋友, 增强了青年对

团组织的向心力、 认同感, 提升了团组织、 团干部的凝聚力和影

响力。 坚持分类引领, 各级团组织设计了主题团日、 在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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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体验等活动形式, 提供了大量 H5 页面、 微视频、 动漫等新

媒体产品, 推动团干部运用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青年的方

式方法进行思想引导, 实现思想引导工作的潜移默化、 润物

无声。

三、 在深化上下功夫, 把直接联系青年打造成团干部面向青

年的重要名片

建立 “1+100冶 制度, 是群团组织回归群众的正本清源。 这

项工作开展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 但实践已经证明, 其在密切团

组织与青年的联系、 转变团干部作风、 增强基层团组织活力、 加

强青年思想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必须长期坚持。 下一

步, 团中央将积极推动 “1+100冶 工作从人员联系向工作活跃的

转变, 从活动交流向交友交心的转变, 从制度约束向行动自觉的

转变, 将这项工作抓出实效、 抓出影响力。

1. 推动形成当团干部就要把 “1+100冶 做起来的鲜明导向。

在全体团干部中坚持不懈宣讲 “1+100冶 工作 “三重大三基本冶

的重要定位, 不断强化团干部开展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的思想自

觉。 研究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 把青年满意度、 社会认可度等指

标纳入对团组织和团干部的工作评价体系, 既注重数据指标又注

重工作过程和工作效果。 推动基层团组织开展年度评议时把 “1

+100冶 工作开展情况纳入评议范围。

2. 推动形成联系服务引导工作要直达青年的鲜明导向。 通

过加强顶层设计, 强化对团干部开展 “1+100冶 工作的指导和保

障, 把更多项目和资源直接投向基层, 让团干部把更多组织的关

心和帮助带到青年身边。 打造活动载体, 以元旦春节、 五四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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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等为契机, 在全团集中开展 “团干部联系服务青年月冶 “机关

开放日和走进青年行动冶, 扎扎实实服务青年, 提高青年的获得

感。 广泛开展 “最美青春故事冶 分享活动, 让青年推荐身边的

团干部典型。 把思想引导作为 “1+100冶 工作的根本任务, 团结

引领广大青年听党话、 跟党走,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3. 推动形成团干部的主阵地主战场在基层的鲜明导向。 按

照 “摆脱文山会海、 走出高楼大院冶 的要求, 统筹好 “8+4冶 “4

+1冶 “1+100冶 和大宣传大调研等制度安排, 把团干部放到基层、

放到青年中去, 在基层一线锻炼工作本领、 改进工作作风, 真正

做到团干部大部分工作时间和青年在一起。 推动落实 “1+100冶

每季度 “五个一冶 工作制度, 促进团干部养成工作习惯。 推动

开展年度课题研究, 培养团干部的调研习惯和能力。 加强公共宣

传, 在全社会营造 “团干部到青年中去冶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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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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