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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18 年 11 月 23 日

新疆共青团以从严治团推动基层组织力提升

2017 年 9 月, 新疆共青团改革攻坚视频会提出, 制约新疆共

青团改革和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团不管团、 从严治团不力, 集

中表现是 “三个不像冶, 即团干部不像团干部、 团组织不像团组

织、 团员不像团员, 其中 “团干部不像团干部冶 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 2018 年 5 月, 新疆自治区第十三次团代会提出坚持强 “三

性冶、 去 “四化冶、 实现 “三个回归冶: 大力推动新疆共青团组织

定位从 “活动团冶 向 “政治团冶 回归、 工作方式从 “抓面上冶

向 “抓支部冶 回归、 管团治团从 “宽松软冶 向 “严紧实冶 回归。

基于此, 新疆共青团聚焦破解 “三个不像冶、 实现 “三个回归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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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刀刃向内、 刮骨疗伤的决心, 推动从严治团迈出坚实步伐。

通过一年多努力, 新疆共青团的面貌出现了积极变化, 团干

部思想认识逐步统一, 团的组织生活开始规范, 工作信号传导得

到优化, 团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团员意识明显增

强, 推动基层组织力、 动员力得到切实提升。

一、 抓督导问责, 见人、 见事、 见处分

2017 年 11 月上旬至 2018 年 1 月中旬, 团区委组织开展首轮

从严治团指导督导, 覆盖全区所有 14 个地州市 (各选 1 个县市

区)、 17 所直属高校、 126 个基层团组织, 对 1600 多名团干部和

团员开展理论测试。

1. 明确工作定位: 突出政治督导。 学习借鉴党内巡视巡察

有关工作思路和做法, 团区委明确指导督导要 “对标从严治党、

着力发现问题、 强化警示震慑、 促进作风转变冶, 突出政治上的

督导、 兼顾业务上的指导。 在政治高度上旗帜鲜明突出党的领

导, 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团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 在政治定位上

聚焦从严治团, 重点发现 “四个意识冶 不强、 团的建设缺失、

从严治团不力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将指导督导工作作为 “小切

口、 大纵深冶 推进从严治团的主要抓手。

2. 突出重点对象: 团干部、 团支部、 团员。 作为一次团内

“政治体检冶, 团区委根据团中央、 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

明确指导督导不求面面俱到、 避免 “散光冶, 主要聚焦 3 方面:

一是 “学讲话冶, 主要针对团干部。 督导检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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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中央治疆方略的学习情

况。 二是组织生活, 主要针对团员。 督导检查 “学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冶 专题组织生活会和 “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冶

主题组织生活会落实情况。 三是基础团务, 主要针对团支部。 督

导检查 “3214冶 基础团务落实情况 (共青团 “三会两制一课冶

和团员发展、 团费收缴、 档案管理和组织关系转接、 推优入党)。

3. 严格督导规范: 科学、 有效、 服人。 为避免督而不严、

督而不实、 督而不导, 团区委坚持做到 “六严冶: 聚焦从严治

团、 注重严实科学、 严格工作程序、 严守工作纪律、 严肃督导反

馈、 严厉通报问责。 一是完善制度机制。 制定 《聚焦总目标推进

从严治团指导督导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对指导督导的目标

定位、 组织领导、 人员组成、 工作内容、 实施要求等作出明确规

定。 编印 《从严治团指导督导工作手册》, 规范请示报告、 督导

反馈、 通报处理等工作流程。 二是注重队伍建设。 选配精兵强将

组建督导组, 采取 “主体不变、 轮流参与, 一把尺子量到底冶,

由基层组织建设部牵头督导地州市 (县市区), 学校部牵头督导

高校, 机关干部轮流参与。 制定 《从严治团指导督导工作纪

律》, 给督导组和被督导对象都立下规矩、 戴上 “紧箍冶。 三是

规范工作流程。 明确工作中要 “指导冶 + “督导冶, 综合采取考

试测试、 实地走访、 查看资料、 座谈访谈等方式, 把 “督冶 和

“指冶 紧密结合起来, 既点出问题又指出如何整改, 提高精准

化、 科学化水平。 督导前正式召开进驻见面会, 宣布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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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结束后正式召开意见反馈会, 由督导组向被督导单位团委书

记班子当面宣读督导意见、 书面反馈, 团委书记现场签收、 郑重

承诺, 压实团委书记责任。

4. 严肃追责问责: 点名道姓、 较真碰硬。 团区委认为, 没

有严肃问责, 压力就传导不下去; 不见人见事, 从严治团就会成

为空话。 针对发现的问题, 团区委下决心追责问责。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 共处理各级团干部 203 人、 团员 63 人, 印发从严治团

通报 35 期, 分 3 批对 19 起工作不严不实的典型案例点名道姓公

开曝光。 对推动工作不力、 存在问题较多的 2 个地州市团委、 7

个县市区团委, 在全区共青团系统点名通报批评; 自治区、 地州

市先后对 6 名团县委书记 (含主持工作的副书记) 进行了组织处

理或纪律处分。

二、 抓基础团务, 严到团支部、 严到团干部、 严到团员

近年来, 自治区、 地州市、 县市区团委直接组织开展的活动

一度比较多, 不少地方存在 “忙了活动、 丢了组织冶 的问题。

为此, 在严督实导的同时, 团区委将抓实基础团务作为重中之

重, 推动基层组织逐步规范起来、 坚强起来。

1. 开展团内基础信息大摸底、 大排查。 一段时间以来, 团

内基础信息情况不明、 底数不清的问题比较突出。 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 新疆共青团下决心对全区团组织、 团员、 团干部底数进

行摸底排查, 经过半年多努力, 基本搞清 “家底冶: 全区共有团

员 103. 4 万人, 与一年前相比数量减少 18 万人、 降幅 1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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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统、 漏统的 “水分冶 被挤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对 “无编

号冶、 “低龄入团冶 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改。 家底明、 底数清,

让工作方向更明晰、 工作力量配置更有针对性。

2. 严把团员发展入口关。 针对督导中发现的不按计划、 不

按标准、 超额发展、 突击发展、 低龄发展、 随意发展团员和调控

不力等问题, 2018 年 3 月团区委出台了全区 《关于进一步严肃规

范团员发展工作的若干规定》, 明确发展团员 “十步法冶 基本程

序和 “九个严禁冶 纪律, 发展团员的严肃性得到明显提升。 与

此配套, 全区统一规范团务用品, 制定新疆 《入团积极分子培养

考察表》, 所有 《入团志愿书》 统一打码, 团区委统一印制、 配

发。 同时, 制作 “3214冶 基础团务和发展团员两张挂图, 配发到

所有基层团组织, 作为必查必看内容。

3. 统一颁发 (换发、 补发) 团员证。 针对团员证颁发管理

不严格、 样式不统一、 制作不规范、 不适宜工作实践的问题, 团

区委先行先试, 结合团员身份核查, 为全区所有团员颁发 (换

发、 补发) 统一制作的大开版团员证, 并要求所有团员证必须由

县级以上团委加盖公章、 钢印, 将其作为增强团员意识、 加强团

员教育的重要契机。 规范举办 “我是光荣的共青团员冶 颁证仪

式, 让每个团员感受到团组织的存在和关心、 感受到团员身份的

光荣与严肃。

4. 从严从实召开组织生活会。 结合全团部署开展的 “学习

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冶 教育实践, 在党的十九大后,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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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中部署以团支部为单位召开 “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冶 主

题组织生活会。 明确 “4+5+6冶 的基本要求, 即抓好组织学习、

召开会议、 教育评议、 结果运用 “4 个环节冶; 落实奏唱国歌、

汇报筹备情况、 交流发言及对照检查、 重温入团誓词、 奏唱团歌

“5 个程序冶; 对照 “是否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冶 等 “6 个是否冶 开

展对照检查, 集中解决团员中存在的信教和参加宗教活动问题。

团区委要求组织生活会要直面团员信教问题, 团员到底信不信

教、 以前和现在有没有参加宗教活动、 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有什

么顾虑和问题, 都要如实说清楚, 接受组织的教育帮助, 通过组

织生活达到教育团员、 纯净思想的目的。

5. 一月一主题、 一月一团日。 着眼团员教育常态化, 在总

结各地实践基础上, 2018 年 8 月团区委出台全区基层团组织 《主

题团日实施规范 (试行)》, 要求基层团支部每月开展 1 次主题

团日, 让团组织在基层每月有声音。 为实现 “纵向扁平化冶, 辐

射牵动基层组织特别是南疆农村社区, 团区委利用政法综治视联

网系统, 面向南疆四地州开展视频主题团日, 每次覆盖超过 4000

个村 (社区) 团支部, 超过 6 万名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参加, 团

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团课。

6. 从严治训、 凡训必考。 为督促团干部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党的十九大以来, 团区委从机关做起, 以上率下、 以考促学, 对

个别不认真学习、 理论考试成绩差的处级干部, 主要负责人单独

约谈。 自治区和地 (州、 市) 团委举办团干部培训班, 开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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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举行摸底考试, 培训后举行结业考试。 同时, 加强学员管理、

严肃培训纪律。 2018 年以来, 在团区委主办的 4 期团干部培训班

上, 21 名团干部因结业考试成绩差, 或违反考试纪律被扣发结

业证, 40 名团干部表现优异被表扬, 并向原单位党组织通报,

树立起鼓励先进、 鞭策落后的导向。

三、 抓从严治团, 抓和不抓完全不一样

通过一年多努力, 新疆共青团的面貌出现了积极变化。 在从

严治团的实践中, 团区委深刻感受到 “三个不一样冶: 抓和不抓

完全不一样、 下决心抓和一般抓完全不一样、 集中力量抓和分散

抓完全不一样。 要抓好从严治团, 必须虚心向党学习、 向党看

齐, 以党的标准为标准、 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一是直面问题、 以上率下。 “不缺智慧缺勇气, 不缺谋士缺

战士冶。 从严治团主要不是方法问题, 更大的是勇气决心问题。

书记班子不下决心, 主要负责同志不下决心、 不以上率下, 从严

治团很难抓好。

二是板子要举起来、 更要打下去。 不见人见事、 不处理几个

干部、 不通报几个案例, 很难达到从严效果。 对于顶风违纪特别

是违反团中央 “六项规定冶 的、 对于不作为不担当的团组织和

团干部, 发现了就要严肃处理、 就要点名道姓。 要把握好问责干

部与推动工作的关系, 通过处理个别干部教育警示大多数。 同

时, 要做好对工作实绩突出团干部的表彰激励。

三是下决心收缩战线、 集中力量打 “歼灭战冶。 从严治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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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核心要把团干部和团组织抓好。 团

的工作资源力量有限, 必须聚焦、 聚焦、 再聚焦, 从而实现 “小

切口、 大纵深冶 的目标。

四是校准方向、 久久为功抓基层。 抓基层、 打基础的工作周

期长、 见效慢, 必须下一番 “笨功夫冶, 考验的是团干部的政绩

观、 成长观。 在推进从严治团的同时, 要把抓基层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发扬 “钉钉子冶 精神,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频道

不变、 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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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