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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6 月 17 日

编者按: 党章规定: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

员会书记, 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 是党员的,

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冶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明确:

“县级以下共青团组织主要负责人按照党章规定列席同

级党组织有关会议。冶 近年来, 团安徽省委着眼把这一

既有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借助省委深改委机制, 坚持高

位推动与基层协调相统筹, 坚持党委支持与自我奋斗相

结合, 坚持试点先行与面上铺开相协调, 推动在全省

104 个县级行政区划全面落地。 把已有制度规定领会

好、 结合实际贯彻好, 这就是在讲政治; 把看似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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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研究透、 与时俱进落具体, 这就是在抓改革。 现

将安徽的做法经验编发,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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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安徽省委推动县级团委书记

“列席制度冶 有效落实

近年来, 团安徽省委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始终聚焦共青团作

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一根本政治定位, 以推动党章明确的县级

团委书记 “列席制度冶 落实为抓手, 主动向党组织报告, 坚持

目标方向, 加强指导督导, 广泛借力蓄势, 深化以点带面, 小切

口、 大纵深地推动有关制度安排落地见效, 为全省共青团深化改

革创造良好政治条件。 经过 5 年持续努力, 目前全省 104 个县

(市、 区) 团委书记全部实现常态化列席同级党委常委会, 相关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 锚定具体目标、 抓住关键环节, 多措并举推动 “列席制

度冶 有效落实

1. 立 “标杆冶, 加强试点引路。 针对改革之初部分县 (市、

区) 不同程度存在的思想顾虑和观望态度, 团安徽省委紧紧抓住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有利契机, 以 “扎实学用党章党规冶 为切

入, 以铜陵市为试点, 积极指导推动该市 4 个县 (区) 团委书记

全部列席同级常委会, 并固化为制度性安排。 在此基础上, 团铜

陵市委通过给县 (市、 区) 党委发函、 上门协调等形式, 进一

步推动全市 56 个乡镇 (街道) 团委书记和 18 个市直、 县直企事

业单位党员身份的团组织书记全部列席同级党委会。 通过试点先

行, 在全省范围形成鲜明示范效应, 为工作的整体推进营造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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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外部氛围。

2. 亮 “信号冶, 保持高位推动。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2019 年底, 团安徽省委主动向省委改革办、 省委群团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请示汇报, 推动将 “列席制度冶 列入 2020 年省委深改委

工作要点。 2020 年以来, 团安徽省委积极与市、 县两级党委沟通

协调, 推动 16 个省辖市和 104 个县 (市、 区) 党委全部将 “列

席制度冶 列入本级深改委工作要点。 团安徽省委领导班子始终把

推动 “列席制度冶 落实作为重要改革事项, 通过召开书记会及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 坚持每月听取进展情况汇报, 统一思

想、 定期调度, 并每月向省委改革办报送工作推进情况。

3. 走 “一线冶, 靠前调研督导。 2020 年 5 月, 团安徽省委联

合省委改革办赴蚌埠、 淮南两市, 就 “列席制度冶 落实情况开

展专题调研。 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 团安徽省委改革办先后赴合

肥、 铜陵、 宣城、 淮北等地开展调研督导, 召开 4 场县 (市、

区) 团委书记座谈会, 并赴 4 个县 (区) 开展实地调研, 进一

步宣讲政策、 传递改革信号。 针对推进工作相对滞后的地区, 团

安徽省委专门下发通知, 指导相关团市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狠抓工作落实, 形成了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态势。

二、 聚焦主责主业、 彰显政治价值, 持续深入强化 “列席制

度冶 作用发挥

1. 校准靶心视角, 助推共青团工作更好融入大局。 “列席制

度冶 为团组织根据职责定位更好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提供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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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有利于团组织更好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结合点、 着力点。

时任团青阳县委书记胡一马表示, 2020 年 3 月列席县委常委会专

题研究消费扶贫行动方案后, 团县委主动发挥组织优势和工作特

色, 及时对接县扶贫开发局、 农水局等部门, 组织青年突击队参

与农产品摸底、 代销工作, 实现销售总额 200 多万元, 得到县委

书记充分肯定; 团淮上区委书记董大为表示, 在列席区委常委会

研究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 团区委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全区疫情

防控现状及主要问题, 更好动员青年志愿者前往社区开展宣传、

劝导、 体温检测、 运送物资等志愿服务, 明显提升了共青团参与

疫情防控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2. 提供学习契机, 助推共青团干部政治能力训练。 通过列

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 近距离感受本地重要工作议事决策过程,

实时学习经济社会各领域知识, 对于提升团干部的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具有重要作用。 团枞阳县委书记钱叶超

表示, 列席县委常委会有助于全面了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 极

大地开阔了工作视野、 提升了思维层次, 既是当面接受指导的过

程, 也是主动自我加压的过程, 一段时间下来, 明显感到自己观

察问题、 分析问题、 处理问题的能力增强了, 政治站位、 政治能

力得到有效提升。

3. 拓宽发声渠道, 助推共青团组织更好履职作为。 “列席制

度冶 为各级团组织更好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提供了

有效途径, 有助于帮助基层团组织更好将青年声音上传给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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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国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彭艳藏在列席公司党委会

时, 积极参与有关青年工作议题的讨论, 及时反映青年职工现实

需求, 提出新入职五年内结婚的双职工大学生夫妻双方均继续享

受每月 1500 元房补的建议, 并被公司党委采纳, 助力企业进一

步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氛围, 赢得公司青年职工普遍 “点赞冶。

当前, 团安徽省委正在组织专门力量, 围绕 “列席制度冶

落实工作的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盘点、 深入分析和系统研

究。 下一步, 团安徽省委将从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 巩固提升工

作成效入手, 及时挖掘并推介有效经验做法, 深化推动 “列席制

度冶 向乡镇 (街道) 一级团组织普遍延伸, 持续推动全省基层

团组织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此页无正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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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