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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共青团开展星级团支部创建

着力构建团的组织力评价体系

近年来, 福建共青团牢固树立 “大抓基层冶 鲜明导向, 以

“智慧团建冶 系统为依托、 以创建星级团支部为突破口、 以构建

团的组织力评价体系为抓手, 扎实推进全省团的基层建设。
一、 坚持责任到位, 确保 “不走样冶
坚持一把手亲自抓、 各部门齐参与, 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带

头抓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各级团委书记抓基层建设的意识。
1. 树立导向。 2019 年初, 召开共青团福建省委十四届三次

全体 (扩大) 会议, 将 2019 年确定为 “基层建设年冶, 就加强

团的基层建设作出专题部署,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强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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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激活力、 重质量、 抓队伍、 强保障, 激发团干部自我奋斗

精神。 7 月, 开展全省设区市团委书记抓基层建设工作专项述

职, 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作点评, 不回避、 不绕弯, 坚持做到直

面问题、 解决问题。

2. 深入调研。 组织开展省级 “三个在哪里冶 专题调研, 形

成 《福建省青年分布调研分析报告》、 《福建省共青团基层建设

情况调研报告》。 7 月, 将团支部建设列为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冶 主题教育调研的重点课题, 深入学校、 农村、 社区、 国有企

业、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等重点领域团支部开展调研。 注重调研成

果运用, 组织调研专题汇报会, 召开 4 场团省委书记会研究调研

成果转化问题, 讲方法、 有节奏地推动团支部建设。

3. 强化指导。 制定出台 《共青团福建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

团的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实施意见》、 《新时代福建

共青团组织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2)》、 《福建省基层

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关于进一步推广应用福

建 “智慧团建冶 系统的通知》 等文件, 举办全省共青团基层建

设工作研讨班、 全省高校共青团基层建设现场研讨会等, 分领域

分层级开展工作指导。 及时开设学习解读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 “智慧团建冶 实务等课程, 纳入福建基

层团干部培训课程, 并送课进县区、 进高校、 进企业等, 2019 年

授课 50 多场, 培训团干部 5000 多人。

二、 坚持抓住关键, 打破 “一个样冶

为破解 “团组织好或不好一个样, 团员先进或不先进一个

样, 团干部干或不干一个样冶 的难题, 福建共青团按照 “小切

口、 大纵深冶 的工作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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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智慧团建冶 系统, 构建团支部、 团员、 团干部三位一体的

组织力评价体系。

1. 星级团支部创建。 全省团支部围绕团支部基本组成、 团支部

信息完善、 组织团员报到、 团的组织生活、 团的学习、 团的活动等 6

个方面进行创建, 分为达标、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等 4 个级别,

采取一年一评的方式, 每年评定未达标的团支部将被列入下一年度

的整理整顿团支部。 2018 年, 全省达标以上团支部 70387 个, 占比

67% , 其中五星级团支部 13728 个, 占比 13. 1% 。

2. 星级团员评定。 从按时交纳团费、 参加团的学习、 参加

团的组织生活、 参加团的活动、 团员活跃度等 5 个方面进行星级

动态评定, 设置一星级至五星级等 5 个星级, 作为团员先进性评

价参考。 组织全省团员通过 “智慧团建冶 手机微信端自主向团

支部进行线上报到, 自 2019 年 9 月功能上线以来, 福建共评定

星级团员 321325 人, 其中一星级团员 186869 人、 占比 58. 2% ,

二星级团员 71741 人、 占比 22. 3% , 三星级团员 42631 人、 占比

13. 2% , 四星级团员 20084 人、 占比 6. 3% 。 同时带动 “福建共

青团冶 微信公众号粉丝增加 150 多万人。

3. 团干部日常考察。 出台 《2019 年度福建共青团工作考核

方案》, 向全省团干部传递 “一切工作到支部, 一切工作靠支

部冶 的要求, 把抓团支部建设作为各级团组织负责人的重要职

责。 团省委开展干部日常考核, 团福州市委创新模式深化日常一

线干部考察机制, 用责任担当、 工作实绩说话, 使奖优罚劣的用

人导向更加鲜明, 营造比学赶超、 争创一流的浓厚氛围, 有力提

升团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三、 坚持打桩扩面, 打造 “好榜样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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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树不同领域典型, 以点建线、 以线扩面, 推动团的组织力

提升。 支持各设区市团委结合实际, 结合团省委专委会成员履职

要求, 开展各领域团建探索实践。 2019 年, 着力对学校、 非公企

业、 农村等 3 个领域进行有效探索。
1. 学校领域。 落实 “全团抓学校冶 要求, 编写学校类团支

部手册, 促进 “党团衔接冶、 “学社衔接冶。 依托首批福建省 “学
校团干名师工作室冶, 编写 《中学 (中职) 团支部工作指南》,
以三明市中学共青团为试点, 推动中学共青团规范提升。

2. 非公企业领域。 实施 “打桩工程冶, 抓实非公企业团建。
联合省委组织部推进非公企业党建带团建工作, 推动全国民营企

业 500 强在闽企业团组织覆盖新增 20% , 有力促进非公企业团的

有效覆盖。 厦门市探索非公企业团建 “六大模式冶, 即企业团建

“孵化器冶 模式、 园区团建模式、 街道党建带团建模式、 国企团

建带非公团建模式、 新社会组织服务非公团建模式、 商协会团建

模式, 为非公企业团建提供创新思路和路径参考。
3. 农村领域。 坚持发挥 “小支部大服务冶 功能, 进一步强

化农村基层团建。 团南平市委引导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探索

建立 “团干部+基层党群工作者+社工+志愿者冶 模式, 抓实村级

团组织换届, 积极破解乡村两级团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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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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