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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共青团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组织整治

2018 年 6 月以来, 广东共青团通过实施整治软弱涣散基层组

织三年行动 “命脉工程冶, 推动团员意识回归、 基层团干部履

职、 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得到整体提升。

一、 工作背景

2017 年 7 月以来, 广东共青团率先试点应用 “智慧团建冶

移动版, 使团组织与团员建立常态化直接联系、 对团员义务履行

情况进行规范化管理成为可能。 随着工作的推进, 基层团组织中

存在的各种软弱涣散问题具体地呈现了出来。 针对这些普遍性问

题, 2018 年 6 月, 广东共青团启动整治软弱涣散基层组织三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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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命脉工程冶, 以 “智慧团建冶 为总牵引、 总抓手和总阀门,

扎实开展 “学社衔接冶、 空心团委及团支部整顿、 不合格团员处

置等工作。 近期, 团广东省委对 “命脉工程冶 进行了中期总结,

就进一步落实团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 深化大抓基层工作进行再

部署、 再推进, 根据 “命脉工程冶 KPI 阶段性工作成效进行排

名, 向相关团组织进行公开通报、 书面提醒, 同时对工作中表现

优秀的 93 个基层团组织、 89 名基层团干部予以通报表扬。

二、 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年半以来, 广东共青团认真落实团中央关于基层建设的各

项工作部署, 大力推进整治工作, 努力提升基层团组织的组织

力、 引领力、 服务力。

1. 确立各级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抓基层建设的工作格局,

全省共青团 “大抓基层冶 的工作导向更加鲜明。 建立全省团组

织主要负责同志抓基层团建述职考核评议制度, 各地市级团委、

系统团工委、 省属高校团委、 省属国有企业团委书记每半年参加

一次述职, 目前已开展三次。 推动省委教育工委把 “党建带团

建冶 纳入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 同时, 通

过工作指导和定期督导, 带动全省各级团组织明确工作重点、 压

实工作责任。 于 2019 年初制定全年工作考核细则, 分类别、 分

领域就基层组织建设重点任务进行细化、 量化, 制定 KPI 指标体

系; 梳理形成 《团的基层建设年度重点工作时间节点一览表》,

确保各级团组织抓基层建设工作 “心中有数冶; 对重点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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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周一提醒、 一月一通报、 半年一督查, 通报结果同时抄送

同级党委, 倒逼各级团组织高标准落实团中央、 团省委有关

部署。

2. 守住学校、 机关、 国企等传统领域团的 “基本盘冶, 农

村、 社区等难点领域工作取得进步。 敢于较真碰硬, 加强传统领

域团建工作的精细度、 覆盖率。 严格推进传统领域 “空心团

委冶、 “空心团支部冶、 “无团干部团支部冶 整治, 截至 2019 年

底, 所有 “空心团委冶 已基本得到处置, 5 万个 “空心团支部冶、

7. 1 万个 “无团干部团支部冶 已完成整改。 同时, 在学校领域,

全面排查民办学校、 技工学校、 职业培训学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等团建 “盲点冶 高发地带, 推动学校领域团的组织覆盖率达

到 98% ; 在机关、 事业单位、 国企领域, 全面梳理团组织体系,

新成立近万个团组织、 新增有效覆盖团员 23 万人, 其中针对长

期以来在粤央企团组织隶属关系不明确、 责任分工不清晰的问

题, 和有关方面积极进行沟通协调、 共同开展梳理, 有效推动了

问题解决、 工作提升; 在农村、 社区领域, 通过组织整顿, 使团

组织所属团员人数从不足 10 万人增长到目前近 60 万人, 推动农

村、 社区基层团支部组织力、 战斗力得到明显增强。

3. 促进团员身份意识逐步回归, 基层团干部履职意识明显

增强。 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团组织的关键目标是提升广大团员的先

进性、 光荣感。 广东共青团通过制定 《中学生团员发展工作规

范》、 《共青团员基本义务告知函》, 开展中学青马工程、 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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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中学团校等工作, 不断加强对团员的入团前教育和团

员意识教育。 截至 2019 年底, 全省累计自主报到团员超过 526

万人, 与 2017 年团统数据相比增加超过 100 万人, 已累计收到

6100 万人次自主交纳的团费, 2019 年 “学社衔接率冶 超过 90% 。

2019 年五四青年节前后, 广东共青团新媒体平台收到大量团员留

言, 大家自发晒出自己的团徽、 团员证和入团宣誓时的照片, 反

映出不少团员的身份意识正在回归、 不断增强。 同时, 广东共青

团要求基层团组织通过 “智慧团建冶 与团员建立常态化直接联

系, 抓实团员报到、 组织关系转接、 团费收缴等基础团务, 倒逼

团干部特别是团支部书记履职尽责, 有效促进了基层组织规范化

建设。

4. 加强团内规章制度供给, 落实全面从严治团的监督执纪

工作体系初步建立。 在团中央的指导下, 广东共青团陆续出台

《规范团籍管理的实施办法 (试行)》、 《失联团员核查认定和组

织处置办法》、 《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和规范管理办法》、

《广东共青团监督执纪工作指引 (试行)》 以及关于不按期交纳

团费团员的处置办法等规章制度, 为全团制度建设作出积极探

索。 同时, 做好制度落实和纪律执行, 对违反团内规章制度的多

名专职团干部和多个团组织予以团内纪律处分。

三、 下步工作重点

进入 2020 年, 整治软弱涣散基层组织三年行动 “命脉工程冶

正式开启下半程, 目标是集中破解团的基层建设领域痛点难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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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促进团的基层建设提质增效。

1. 抓实关键领域团组织建设, 打赢 “两新冶 团建 “三个百

分百冶 攻坚战。 将 “到 2021 年实现在符合建团条件的 ‘两新爷

组织中, 已建党组织的百分百建团、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百分百建

团、 青年集中的社会组织百分百建团冶, 作为 “命脉工程冶 后半

程工作评价的核心 KPI。 制定 《广东省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团建 “三个百分百冶 实施方案》, 重点聚焦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 全省民营企业 100 强、 物流快递行业、 网约车行业等领域,

列出省、 市、 县三级团组织工作任务清单, 倒排工期、 扎实

推进。

2. 推进规范化建设, 提升基层团组织活跃度。 依托 “智慧

团建冶 推进团组织规范化建设, 上线 “教育评议冶、 “团籍注

册冶、 “志愿服务时长记录冶、 “参加活动记录冶 等功能模块, 提

升团组织管理服务水平; 上线 “团支部整顿冶 功能模块, 支持

数据自动化判定, 最大限度排除人为干扰、 确保整顿工作落到实

处。 同时, 加强 “青年之家冶 建设, 开展农村、 社区、 “两新冶

领域团组织 “活力在基层冶 专项行动, 组织社区团员通过志愿

服务等方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3. 加强团内执纪, 落实落细全面从严治团要求。 根据 《广

东共青团监督执纪工作指引 (试行)》, 对抓落实不力的团组织

和团干部坚决予以问责; 根据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关于规范团

籍管理的实施办法 (试行)》, 积极稳妥处理违规违纪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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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抓实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有关任务。 靠前指导

在深圳市南山区、 茂名市电白区开展的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

试点工作, 推动试点地区党团组织共同制定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

标准, 探索强化党建带团建的有效机制, 打造若干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典案例, 及时总结提炼经验、 在全省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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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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