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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专刊之一铱

编者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

作的意见》 印发以来, 各省级团委积极争取党委支持,

认真推进贯彻落实工作。 截至目前, 北京、 河北、 山

西、 吉林、 湖北、 湖南、 广西、 重庆、 云南、 新疆等 10

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文件。 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对各

地推动出台实施方案、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细化关键工

作举措、 强化资源保障支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梳

理, 现分若干期编发专刊。 本期介绍各地推动省级 《意

见》 出台的有关做法, 供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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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出台省级 《意见》 实施方案

加强党对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以下

简称 《意见》) 印发以来, 各省级团委积极争取党委支持, 深度

参与实施方案起草工作, 以此为契机推动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落实

机制, 进一步加强党对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全面领导, 完善和落

实全团带队、 团教协作的制度安排。

一、 争取党委支持, 推动研究出台实施方案

《意见》 下发后, 各省级团委均在第一时间向党委作了专题

汇报, 为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其中, 河北、 山西、

广西、 云南、 新疆等地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出具体指示批示,

河北、 湖南等地将 《意见》 贯彻落实列入省级党委年度重要工

作督办事项, 河北、 吉林、 湖北、 湖南、 广西、 重庆、 新疆等地

列入省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年度工作要点。 北京、 河北、 山西、 吉

林、 湖北、 湖南、 重庆、 新疆等地省级团委指导推动市、 县两级

团委向党委汇报争取支持, 实现全覆盖。

在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各省级团委迅速成立工作

专班, 牵头起草本地实施方案。 在起草过程中, 一方面注重凝聚

各方智慧, 广泛听取基层团委、 少工委、 少先队辅导员、 少先队

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找准基

层难点痛点, 努力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注重加强

—2—



部门协同, 多轮次征求教育厅、 财政厅、 人社厅等相关单位以及

市、 县两级相关单位的意见, 开展充分的沟通协商, 力争将 《意

见》 要求进一步落细落实, 提升工作措施的操作性和政策的

“含金量冶。 起草工作完成后, 各省级团委持续加强请示汇报,

推动省级党委进行专题研究, 推动加快发文进度。

二、 强化领导责任, 推动部门协同落实举措

各省级团委以出台实施方案为契机, 推动进一步强化各级党

委的领导责任, 深化落实党建带团建、 队建的制度安排, 推动

党、 团、 队育人相衔接。 在已经出台的实施方案中, 均明确要求

本地各级党委负责同志担任同级少工委名誉主任, 各级政府明确

一名负责同志联系少先队工作, 各级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听取一

次少先队工作汇报, 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 其中, 山

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要每年听取一次职能部

门专项汇报; 湖北省实施方案提出, 要建立少先队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制度。 河北、 山西、 吉林、 湖南、 广西、 云南等地的实施方

案提出, 将少先队工作纳入各级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估和党建工作

规范化建设指标, 在党建考核中作为单列内容, 分值不少于

10% 。 同时, 各地实施方案还对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落实责任

和工作机制作出安排, 明确每项措施的责任主体及在重要领域、

重要项目上的协同机制, 吉林、 重庆、 新疆等地还明确细化分工

安排和完成时限要求。

三、 完善全团带队, 推动深化团教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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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全团带队方面, 各地实施方案均明确提出, 由省、 市

两级团委负责同志、 县级团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同级少工委主

任, 从政治上、 组织上、 队伍上、 工作上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对少

先队的领导, 切实履行好全团带队的重要政治责任。 其中, 河北

省实施方案提出, 少先队工作在各级共青团工作考核指标中的分

值和权重不低于 30% 。 河北、 山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共青团组织

表彰的优秀青年、 先进工作者等, 少先队辅导员所占比例不低于

10% 。 山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各级团组织要吸纳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作为团代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 常委; 市级团委应保证一个专

责部门、 一名总辅导员专职从事少先队工作, 县级团委应增加一

名班子成员担任少工委副主任、 一名专责人员从事少先队工作;

各级团干部培训中少先队辅导员名额不少于 20% 。 吉林省实施方

案提出, 将少先队工作纳入团的宣传思想工作格局, 加强网上少

先队建设和宣传力度。 湖北、 云南省实施方案提出, 各级团组织

主要负责同志是少先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广西自治区实施方案

提出, 各级团组织团费不低于 20% 用于支持少先队工作。

在深化团教协作方面, 各地实施方案均明确提出, 建立省、

市、 县三级少工委 “双主任冶 制度, 明确教育部门负责同志担

任同级少工委主任, 建立定期协商研究工作、 重大事项沟通协

调、 细化教育督导清单、 干部相互挂职兼职等机制。 河北省实施

方案提出, 县级及以上团委和教育部门每半年 (学期) 至少专

题研究 1 次少先队工作。 山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将少先队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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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纳入中小学办学质量指标体系。 重庆市实施方案提出,

市、 区两级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学校共青团 (少先队) 工作指导

委员会工作会议, 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少工委主任会议; 按规定

选派教育部门优秀年轻干部担任教育团工委书记, 兼 (挂) 任

同级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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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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