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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17 年 12 月 22 日

编者按: 近日, 团江苏省委依据大学生 “ 暗访冶

情况, 形成考核结果, 对该省工作不合格的 8 家省级示

范 “青年之家冶 予以摘牌处理。 这一做法是团组织通

过实行青年评议转变工作理念、 转变运行方式、 优化资

源配 置 的 一 项 机 制 创 新。 现 编 发 有 关 做 法, 供 全 团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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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过 “青年观察员冶 探索青年评议机制

江苏共青团在探索 “回归青年冶 的改革中, 聚焦强 “三

性冶、 去 “四化冶 的目标要求, 聚力解决改革压紧压实与落地生

根的突出问题, 思考如何将做好顶层设计与推动基层落实结合起

来、 将细化改革举措与耦合青年需求结合起来, 创新体制机制和

方式方法, 推出 “青年观察员冶 项目, 组织青年代表深入基层,

匿名考察团的阵地、 参加团的活动、 走访团员青年并开展问卷调

查, 项目化探索青年评议工作的新机制, 检验改革成效、 反馈评

价建议, 进而推动基层团组织进一步校正改革方向、 完善改革举

措, 以考核评价机制的变化推动团的工作转型和作风转变。

一、 工作成效

2017 年年初, 团江苏省委从省内部分高校选拔 100 名江苏籍

优秀团学骨干、 青年志愿者作为青年观察员, 组织他们利用假期

和返乡的机会, 深入家乡所在地的基层团组织和 “青年之家冶

等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实地参与活动、 开展走访调研, 了解团

组织工作开展情况和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

青年观察员根据第一手资料, 撰写调查报告, 直接向团省委

反馈走访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 截至目前, 100 名青年观察员已

暗访全省 138 家青年之家, 抽检 300 所中学、 中职的团员发展与

教育管理工作, 提交 350 条意见建议。

青年观察员提交的调查报告, 成为团省委对 “青年之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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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况进行考核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除这次被摘牌的 8 家 “青

年之家冶 外, 团省委还专门让青年观察员对今年参评省级示范

“青年之家冶 的 82 家单位进行 “暗访冶, 最后有 11 家被淘汰。

全省 “青年之家冶 负责人普遍感受到新举措传导来的 “压力冶。

二、 主要做法

“青年观察员冶 项目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包括设计、 实

施、 评价、 反馈、 再设计、 再实施的工作闭环流程。

(一) 前期培训。 团省委对 3 所高校的 100 位青年观察员进

行团务知识培训, 培训历时一个月, 内容涵盖了团史知识、 团员

发展与教育管理工作和共青团改革方案解析。 通过培训, 青年观

察员提高了对共青团职责定位的认识水平, 增强了对共青团改革

实现 “回归青年冶 总目标的理性认同, 对共青团改革攻坚工作

有了较为清晰完整的认知, 准确理解 “青年观察员冶 工作的意

义和责任, 成长为一批对团的工作有一定认识、 具有一定专业素

养的青年工作志愿者。

(二) 调查走访。 在不打招呼、 不露身份的情况下, 青年观

察员直插基层、 直奔一线, 以普通青年的身份参与活动, 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 参与活动、 参观调查、 电话访谈等形式, 收集基层

团组织推进改革举措落地及工作开展情况, 为团省委带来最有

效、 最及时的资讯。 走访过程中, 青年观察员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向基层团组织或 “青年之家冶 负责人亮明身份, 以便获得

工作上的协助和配合, 走访中主动亮明身份一般不超过总走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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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 从而确保走访能够了解掌握到工作实情。

(三) 实时跟踪。 组建 “青年观察员冶 微信群, 通过网络平

台与青年观察员保持联系, 安排专人 24 小时在线解答青年观察

员提出的问题, 全程跟踪服务青年观察员的走访工作, 及时掌握

走访工作进展, 第一时间为青年观察员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帮

助, 保证走访工作高效规范, 使青年观察员队伍更具凝聚力。

(四) 评价反馈。 青年观察员向团省委提交参加活动记录、

访谈记录和寻访日记等 3 份调研报告, 对基层团的组织建设和工

作开展的知晓度、 参与度、 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测评, 提出工作思

考和改进建议。 团省委先后召开 5 场片区座谈会, 青年观察员向

基层团组织负责人、 “青年之家冶 负责人面对面地指出存在问

题、 反馈评议意见。 团省委还定期向地市团委通报走访情况, 要

求团市委针对 “青年之家冶 和基层团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尽

快调查核实、 限期整改。

(五) 督促整改提升。 结合 “青年观察员冶 反馈情况, 团省

委梳理基层推进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清单, 针对突出问题制定切实

可行的整改方案, 加快落实整改措施, 加大整改督查力度, 不断

健全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的长效机制。 实践中, 团省委引导各

地尝试建立对 “青年之家冶 负责人的资金支持和奖励办法, 进

一步调动负责人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借鉴推广常州、 苏州等地的

经验做法, 推动 “青年之家冶 积极参与政府青年服务购买, 切

实增强 “青年之家冶 工作和活动对青年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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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关启示

目前 “青年观察员冶 项目还处在初期阶段, 团省委将进一

步壮大观察员队伍、 细化走访任务清单、 加大培训指导力度、 完

善评议反馈机制。 从目前实施效果看, 主要有以下启示。

一是通过青年一起参与评议, 突出青年主体地位。 工作开展

注重扩大青年参与、 尊重青年体验, 让青年深入了解团的工作、

深度参与团的改革、 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使青年真正成为共青团

改革的参与者、 受益者和改革成效的评判者。

二是打造有力可靠的调研队伍, 有效破解 “缺人员冶 的局

面。 目前, 江苏省已建成超过 1000 个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

台, 团省委组织部只有 5 个人, 团市委工作人员也不多, 按照以

往的检查方式去考核 “青年之家冶, 根本跑不过来。 青年观察员

在走进基层、 走进青年的过程中成为团组织的 “千里眼冶 “顺风

耳冶, 使团组织更加准确掌握基层改革的进展成效和问题困难。

三是进一步强化基层导向、 问题导向。 通过青年观察员实地

走访、 实际参与, 倒逼基层团组织和青年工作阵地从问题入手加

强建设、 改进工作方式, 有利于推动改革举措落到团的神经末

梢, 将改革责任压紧压实, 防止 “改革空转冶、 避免 “纸面功

夫冶。

四是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团的有力抓手。 “青年观察员冶 项

目从小处入手, 对团的基层工作进行 “抽血化验冶, 客观地找出

存在问题和症结所在, 倒逼基层团组织转变工作方式、 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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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改进工作作风, 进一步推动团的基层基础建设, 锤炼团干

部的过硬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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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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