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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直属单位改革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 近年来, 团山西省委认真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精神, 按照山西省委和团中央的改革要求, 高标准、

大力度持续深化直属单位改革, 以履行三项基本职责、

落实 “三力一度冶 工作格局为牵动, 聚焦主业系统谋

划, 公开透明有力实施, 整合组建 3 家直属事业单位,

全面重塑事业化工作布局, 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现编

发有关做法, 供各地团组织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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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主业系统谋划摇 公开透明有力实施

团山西省委积极推动直属单位改革

近年来, 团山西省委按照省委和团中央有关部署要求, 在前

期改革基础上, 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 围绕共青团 “三力一度冶

工作格局, 立足破解直属事业单位长期存在的活力不足、 生存困

难等发展瓶颈, 持续深化直属单位改革, 着力优化布局结构、 激

发内生活力、 提升治理效能, 推动直属单位工作和建设呈现新面

貌。 在此过程中, 山西省委高度重视, 省委分管领导同志多次听

取团省委专题汇报, 亲自对改革关键环节和重点问题提出指导性

意见, 为改革深入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 瞄准事业目标、 突出优化重塑, 聚焦主业系统谋划

一是统一思想, 确保认识到位。 深入学习、 认真研究中央和

省委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精神与相关规定, 始终站在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党做好新时代青年

工作的高度, 战略谋划直属事业单位改革。 在上一轮改革将 15

个事业单位整合成 10 个的基础上, 直面矛盾、 迎难而上, 刀刃

向内、 自我革命, 继续大力度减人缩编、 精简机构, 将改革向纵

深推进。

二是聚焦主业, 优化布局结构。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紧扣

整体性重塑这一关键, 瞄准清晰界定职责这一要求, 着眼引领凝

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的基本职责, 以提升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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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力、 引领力、 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为重点, 将 10 个直属事

业单位整合组建为 3 个。 其中, 聚焦组织力提升, 针对团干部队

伍整体专业化水平不高、 省团校与青年职业学院合署办公作用发

挥不够等问题, 将团校职能整体剥离, 与希望事业发展中心、 青

少年研究所两个全额事业单位进行整合, 重新组建省团校, 主要

开展团干部和青年骨干教育培训; 聚焦服务力提升, 针对原青年

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信息中心、 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少先队事

业发展中心、 青少年维权中心等 5 个单位规模小、 工作散、 实力

不强等实际, 予以全部撤销并重新组建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

统筹开展青年就业创业、 权益维护、 婚恋交友、 志愿服务、 扶贫

济困等服务大局和服务青年的工作; 聚焦引领力提升, 针对青年

网络化生存等特点, 整合原网络传媒中心相关职能, 新设山西共

青团融媒体中心, 主要以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为重点, 开展团的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与此同时, 针对网络传媒中心主要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现状, 推动转企改制, 与机关系统脱钩, 实行市场化

运营; 按照全省高等教育和后勤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统一安排,

原有青年职业学院和后勤服务中心分别转隶省教育厅和省直属机

关事务管理局。

二、 直面突出问题、 创新选用机制, 公开公正有力推进

着眼解决直属单位内部管理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改革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为抓手, 以配强用好直属单位 “一把

手冶 为关键, 着力盘活内部人力资源,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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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改革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注重公开, 实现涉改单位的全员、 全过程参与。 注意发

挥直属单位干部职工的主人翁精神, 邀请涉改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全过程参与改革动员大会、 竞职选拔方案征求意见、 领导干部竞

职演讲等, 确保改革精神和要求全方位、 无死角覆盖传达到每一

名干部职工, 确保每一名干部职工对改革动态有知情权、 对改革

举措和干部选用有参与权、 对自身和单位的未来发展有话语权。

二是注重公平, 创新综合运用 “四个监督冶, 抓实干部竞

职。 以选贤任能为目标, 精心制定 《团省委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竞职上岗方案》, 打破级别身份限制, 畅通机关与事业单位干

部交流渠道, 综合采用现场出题、 封闭笔试、 公开演讲、 现场评

分等方式, 面向机关系统全体副处级以上干部公开选拔事业单位

“一把手冶。 笔试阶段, 由书记班子现场讨论、 集体确定笔试题

目, 候选人现场封闭答题, 匿名进行评审; 竞职演讲阶段, 由书

记班子、 机关部门负责人和随机抽取的职工代表组成评委组, 现

场打分并公布成绩; 综合笔试和演讲成绩, 及时召开书记会议确

认并公示。 竞职选拔各环节始终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由机关

纪委书记、 群众监督员、 媒体记者、 公证人员全程进行监督。 通

过公开竞职, 不仅促进了干部 “能上能下冶, 而且为破解事业单

位改革中的干部安置难题蹚出了一条新路。

三是注重和谐, 确保改革过程人心稳、 事业成。 针对事业单

位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思想波动, 团省委书记班子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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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开展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

不同场合深入讲解改革政策、 现场解答干部职工困惑, 进一步统

一思想、 鼓舞士气。 书记班子成员就分管单位改革中涉及的 “拉

长板凳冶 等问题, 逐个谈心谈话, 摸清症结、 化处矛盾。 与此同

时, 充分发挥事业单位党组织优势, 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

引导干部职工提高政治站位, 确保改革过程中思想不乱、 队伍不

散、 工作不断、 干劲不减。

三、 勇于自我革命、 强化效果导向, 真抓真改高质量落实

一是卸掉历史包袱, 理顺职能定位。 团山西省委直属事业单

位多数属于自收自支, 长期处于生存困难、 发展无助、 进退维谷

的困境。 通过本轮改革, 彻底厘清了团属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有效解决了改革推进中存在的配套政策落实不到位、 人员工资社

保无保障等突出问题; 将部分从事经营性业务且有沉重负债的单

位改制转企, 进行市场化运营; 将因长期加挂牌子、 合署办公且

作用发挥不佳的省团校剥离重建, 突出团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责主

业。 总的看, 通过本轮改革, 各直属单位职能更加优化、 布局更

为合理、 主业聚焦度显著提升。

二是打造精干队伍, 提高治理效能。 针对直属单位因定位不

准、 职责不清、 工作交叉造成的难以适应新时代共青团事业发展

要求的问题, 以及因规模小、 力量散、 事业化推进工作能力弱而

造成的难以集中力量打造 “青冶 字号品牌的问题, 团山西省委

站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推动直属单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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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 70% 、 编制缩减 53. 4% 、 处级领导职数减少 62. 5% 、 主要

负责人平均年龄降低 9 岁。 通过这一系列 “组合拳冶, 较好地聚

焦了事业单位主业, 初步打造了一支精干、 高效的工作队伍, 以

事业化方式推进共青团工作的态势正在形成。

三是充分放权基层, 依法履职发展。 充分尊重 3 个新组建事

业单位的自主权, 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按照职数规定在现有人员中

自主组建管理团队, 鼓励其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超前谋划

各项工作和事业发展。 大力支持直属单位运用法治思维抓好建章

立制, 强化内部运行管理, 科学设置工作岗位、 细化工作职责、

规范工作流程, 有效盘活各类资源, 充分激发人员潜能, 力争实

现直属单位的功能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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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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