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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0 年 5 月 13 日

编者按: 高校共青团、 学生会、 学生社团是团的工

作的重要阵地和组织依托。 近期, 团河北省委坚持问题

导向、 目标导向, 以敢抓敢管敢碰难题的进取精神, 严

肃认真地在全省高校共青团中开展了自查互查工作, 进

一步摸清了底数, 形成了比学赶超氛围, 也发现了不少

共性问题, 为加强和改进高校团学组织有关工作建立了

前提, 为全团大抓基层、 大抓学校、 从严治团提供了经

验。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全团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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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以高校共青团自查互查为抓手

持续推动团学工作深化改革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 团河北省委针对高校团学领域存在的

突出问题, 在全省 126 所高校 (校区) 中开展了自查互查工作。

检查分为 “自查自纠冶 和 “互查互检冶 两个阶段, 省属高校和

市属 (含部属) 高校同步进行, 共收到自查、 互查报告 250 份,

随机测试试卷 1. 5 万份, 佐证材料 2 万余份, 反馈各类检查问题

395 个。 通过自查互查工作的深入有效开展, 团省委全面了解掌

握了全省高校共青团各级团组织、 学生会 (研究生会)、 学生社

团、 团属新媒体情况, 系统摸排了各高校 “三进冶 工作开展、

高校团委 “人财物冶 保障、 学生会改革落实等情况, 为深化团

学组织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 树立目标导向, 强化顶层设计

团十八大以来, 团中央提出了 “全团抓学校冶、 “全团大抓

基层冶、 “全团抓思想政治引领冶 的战略部署, 学校共青团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河北省委高度重视高校团学工作, 省委

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深入高校考察共青团工作、 专门对做好高校

学生会管理工作作出指示批示。 近年来, 河北共青团认真贯彻落

实团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河北省委关于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具体要

求, 以共青团改革为契机, 联合河北省委高校工委、 省教育厅、

省委编办、 省人社厅出台 《河北省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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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高校校级团委单设、 团委书记按学校处级正职干部配备管理

等保障机制; 印发 《河北省高校共青团在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冶 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实施方案》,

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大学生群体中入

脑入心; 强化高校学生干部作风建设, 提出学生干部 “五不准冶

原则; 定期开展学生社团摸底工作, 规范高校团属新媒体管理,

严防各类工作隐患; 加强与高校党委的配合, 在基层组织建设、

助力大学生服务中心大局等全团重点工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的沟通

联动机制。

为了检验工作成效, 推动团学工作深化改革务求更大的成

效, 团省委组织开展了此次面向全省高校共青团的自查互查工

作。 为保证自查互查效果, 注重强化顶层设计, 形成了 “主要领

导负总责、 分管领导强督导、 学校部抓落实冶 的工作格局; 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 督促指导, 并组织召开 2 次部分高

校团委书记专题座谈会, 研究确定检查总体方向和实施步骤, 为

全省范围内的高校团学组织 “大检查冶 做实布局谋篇。

二、 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谋划方案

1. “研冶 字当头, 确定检查内容。 针对全省高校共青团 “人

财物冶 保障不足、 学生干部官僚主义现象仍然存在、 学生社团管

理不规范、 团属新媒体 “三审冶 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通过召开

全省高校团委书记专题研讨班、 高校团委书记联席工作会议等方

式进行充分调研论证, 有重点地确定了学校共青团组织、 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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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管理、 学生会组织、 学生干部作风、 学生社团等 5 个方面

的专项检查内容。

2. “照方抓药冶, 认真自查自纠。 根据专项检查涉及的各个

方面, 逐项设计细化具体自查内容, 形成涵盖团委情况、 学生会

(研究生会) 组织情况、 学生社团情况、 团属新媒体情况等 5 大

类 46 个问题的 《学生会组织、 学生社团现状自查统计表》, 要求

高校团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对照自查统计表认真开展自查自

纠, 形成包含工作开展情况、 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等内容

的自查报告。

3. “清单化冶 管理, 规范互查互检。 在互查内容上, 进一步

缩小范围, 抓住重点工作和关键问题, 制定包含 4 大类 34 项内

容的 《全省高校共青团互查工作要点清单》。 在互查方式上, 为

确保互查工作真实高效且公平公正, 每 3 所高校组成一个互查互

检小组, 对照互查工作要点清单, 通过随机测试、 查阅资料、 座

谈访谈、 实地走访等方式, 对非本组高校进行检查。 在结果反馈

上, 要求各检查组互查结束后随即召开座谈会, 将相关检查情况

当面反馈学校分管领导和团委负责人, 并形成互查报告上报团

省委。

三、 秉持严实作风, 抓稳关键环节

1. 严格保密, 谨防检查内容提前泄露。 鉴于各高校已在自

查环节全面排查本校团学组织问题的情况, 为确保工作实效, 防

止高校突击准备, 互查环节采用 “三不公开冶 原则, 即: 互查

—4—



时间不提前公开、 互查内容不提前公开和互查人员不提前公开。

互查工作开始前, 专门召集各互查小组组长召开互查工作部署

会, 一对一提供检查要点清单, 并对检查流程进行详细安排

部署。

2. 严格标准, 确保互查工作高效务实。 为提高检查质量,

避免院校之间相互通气, 在设计分组时采用省属高校之间交叉互

检, 市属高校由 1 所当地省属院校会同 2 所市属院校检查另 1 所

市属院校的方法, 规范进行分组交叉互查互检。 同时, 量化互查

互检内容, 对 《全省高校共青团互查工作要点清单》 每项内容

均赋予合理分值, 明确具体评价标准, 确保互查结果公平公正、

有据可依。

3. 严格监督, 强化自查互查过程管理。 安排团省委学校部、

省学联秘书处及各团市委、 省直团工委参与检查, 对自查互查工

作全程监督, 确保全面掌握各个阶段的检查情况。 在互查互检完

成后, 要求各互查互检小组严格按照既定要求提交互查报告, 并

提交全部佐证材料, 由团省委组织人员对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把

关, 确保上报内容真实有效。

四、 深化结果运用, 推动工作落实

1. 做好总体评价和结果反馈。 团省委根据综合评分结果,

合理确定分数段, 按照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冶 四个级别对

各高校共青团工作进行总体评价, 确定 28 所高校共青团工作为

“优秀冶, 40 所高校共青团工作为 “良好冶, 34 所高校共青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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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中等冶, 23 所高校共青团工作为 “差冶。 注重强化 “党建

带团建冶 机制作用发挥, 将自查互查情况和总体评价结果逐一反

馈至高校党委, 并提出有针对性、 指导性、 可操作性的工作意

见, 以 “看得见冶 的硬指标推动各高校团委整改落实。

2. 开展自查互查 “回头看冶。 适时召开全省高校团委书记专

题工作会, 对自查互查中反映出的各类问题进行通报并提出整改

要求, 确保相关问题限时整改到位。 后续将对高校团学组织重点

问题进行再督导、 再检查, 对严重不负责任、 工作落实不力的高

校团组织和负责人, 进行通报、 约谈, 并建议高校党委进行调整

处理, 切实保证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3. 加强高校团学工作交流指导。 坚持 “问计于基层、 问需

于基层冶, 建立畅通的工作交流机制, 通过常态化开展 “水源计

划冶, 将基层高校团干部、 学生干部 “请上来冶, “一对一冶、 “点

对点冶 了解各高校共青团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工作诉求, 并

加强对全省高校共青团和学联学生会工作的支持与指导, 着力破

解制约高校共青团事业发展的各种瓶颈和问题, 深入推进共青团

改革任务在高校落地落实, 切实提升全省高校团学战线整体工作

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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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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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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