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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11 月 1 日

编者按: 目前, 六成以上共青团员是学生, 少先队活动

基本上在学校, 建立良好的团教协作机制对共青团、 少

先队组织履行职责至关重要。 团重庆市委联合市教委共

同成立学校共青团 (少先队) 工作指导委员会, 坚持

共建机制、 共商改革、 共抓五育、 共推服务, 促进完善

党、 团、 队一体化育人链条, 更好发挥为党育人功能。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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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重庆市委建实团教协作机制

促进完善党、 团、 队一体化育人链条

2019 年 1 月, 团重庆市委、 重庆市教委共同成立学校共青团

(少先队) 工作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 联合印发

文件, 明确职能定位、 主要工作、 组织形式、 工作机制。 重庆市

团教双方以指导委员会为协作平台, 坚持共建机制、 共商改革、

共抓五育、 共推服务, 探索形成常态化、 一体化的协作机制, 携

手推动市委出台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

工作的意见》 的具体措施, 每年开展共青团、 学联学生会、 少先

队改革督查, 且明确在学校党建督导考核中分值占比不少于

10% , 深化学生会改革抽样评估学生满意度达 99% , 全市学校共

青团和少先队工作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 团教 “面对面冶, 共建三项机制, 完善党、 团、 队工作

链条

一是共建统筹协调机制。 在指导委员会下设置高校、 中等职

业学校、 基础教育 3 个专委会, 建立全体会议、 专委会议、 专题

会议等沟通协作机制。 每年召开团教双方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全

体会议, 制定印发年度工作要点, 推动实现政策有机衔接、 工作

有效联动、 信息及时共享、 任务细化落实。 推动 97% 的县 (区)

建立教育团工委书记担任团县 (区) 委挂 (兼) 职副书记工作

机制。 二是共建调研督导机制。 将团市委纳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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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 将高校团学改革、 社团

管理等工作纳入公办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督查以及民办

高校年检内容, 分值占比 10% ; 将少先队工作纳入中小学党建督

导考核, 分值不少于 10% 。 三是共建推优入党机制。 落实 “两

个一般, 两个主要冶 要求, 进一步完善 “推优入党冶 机制, 使

“推优冶 成为学校领域发展学生党员的主要渠道, 团员成为发展

青年学生党员的主要来源, 目前全市高校发展学生党员 “推优入

党冶 比例达 100% 。

二、 团教 “心连心冶, 共商四项改革, 提升团、 队组织活力

一是统筹推进学校共青团改革。 紧扣强 “三性冶、 去 “四

化冶 改革目标, 团教联合制定 《深化学校共青团改革的若干措

施》 及任务清单和改革情况评估表, 动态掌握各高校共青团改革

情况, 相关负责同志靠前指导, “一校一策冶 台账式推进深化改

革。 二是统筹推进少先队改革。 将少先队工作评价纳入对中小学

校的教育评价, 推动实现 “四个规范冶 (规范召开县区少代会、

规范成立学校少工委、 规范开展分批入队、 规范落实德育主任层

级配备大队辅导员)。 联合构建少先队员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

完善入队、 奖章、 荣誉、 岗位、 实践、 推优激励机制, 努力增强

少先队员光荣感。 三是统筹推进学生会改革。 联合召开学生会改

革工作部署会, 实现学校党委领导和团委指导到位、 主责主业聚

焦到位、 机构人员精简到位、 择优遴选程序到位、 从严治会责任

到位。 抓住 “学生代表大会冶 这个深化改革的 “牛鼻子冶,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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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大会工作指南》, 示范指导全市高校 100% 规范召开学

生代表大会。 联合开展学生会深化改革随机抽样评估, 受访学生

对学生会整体工作及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均达 99% 。 建立每学期末

召开述职评议会议制度, 塑造清新阳光的组织形象。 四是统筹推

进高校学生社团管理。 联合转发 《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

法》, 将社团管理纳入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督查内容, 将学

生社团工作纳入思政工作和群团工作整体格局, 科学指导各高校

团委成立社团管理部, 确保学生社团规范配备指导教师, 引导高

校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

三、 团教 “肩并肩冶, 共抓五育并举, 彰显立德树人成效

一是聚 焦 德 育 铸 魂, 共 抓 思 想 引 领。 联合开展学习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冶 重要讲话、 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等活动, 设计开发 “足迹集卡党史知识问答冶 小

程序、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展, 构建促学、 导学、 践学、 督学

“四位一体冶 学习体系, 开展各类党史宣讲活动累计 2. 1 万余场

次, 覆盖青年大学生 85. 2 万余人次,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 持续开展 “青年大学习冶、 “青马工程冶、 “青春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冶 等工作, 引导青少年学生听党话、 跟党走, 做 “请

党放心, 强国有我冶 的践行者。 二是聚焦智育固本, 共抓创新实

践。 立足青少年成长需求, 联合举办 “挑战杯冶 选拔赛、 创新

训练营、 科技小发明小制作展示、 职业生涯角色体验等赛事, 吸

引 20 余万名青少年学生参与。 动员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等 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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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冶 高校共建青创空间, 常态化举办各类 “青

创冶 培训, 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学术科技创新实践。 三是聚

焦体美同育, 共抓文体活动。 连续 40 年每年举办大学生 “校园

之春冶 系列活动, 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文化、 艺术、 体育活动之

中, 以 “网络点单冶 的方式确定马拉松比赛、 歌唱大赛、 演讲

比赛、 足球大赛等子项目, 吸引上百万人次大学生参与和关注。

创新开展优秀团学工作品牌培育建设工作, 持续培育建设可示

范、 可推广、 可持续的优秀团学工作品牌。 四是聚焦劳动锻炼,

共抓志愿服务。 推动落实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 联合选派 “山茶花冶 脱贫攻坚青年志愿者驻镇村工

作, 组织 “蓝精灵冶 志愿者参与 “智博会冶、 “西洽会冶、 “英才

大会冶、 “农博会冶 等赛会服务, 组建 “河小青冶、 “洁小青冶 大

学生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 植绿护绿、 垃圾分类等活

动, 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 公益活动的过程中长知

识、 增才干、 做贡献。

四、 团教 “手牵手冶, 共推系列服务, 促进青少年学生成长

发展

一是联合开展困境学生关爱工作。 2020 年以来, 坚持开展

“冬日阳光·温暖你我冶 关爱行动, 开通腾讯线上献爱心系统,

常态化点对点帮助深度贫困乡镇 3000 余名留守儿童实现 “个性

化冶 新年心愿; 发动社会力量筹资 441 万元, 为 3. 1 万名留守儿

童和困难家庭青少年送去关爱。 实施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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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冶 学生资助计划等公益项目, 累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3106 名。 二是联合维护青少年学生合法权益。 依托 12355 青少年

综合服务平台、 “青春重庆冶 APP 等, 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心理测

评、 在线咨询等公益服务, 同时, 面向 68 所高校全覆盖开展

“幸福大讲堂冶 活动, 走进 152 所偏远地区中小学示范开展 “成

长大课堂冶 活动, 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线上线下双重防护。 积

极做好青少年利益诉求协商代言, 共征集 “红领巾小提案冶 986

条、 解决少先队员关切事项 138 项。 三是联合开展困难家庭毕业

生就业帮扶。 印发 《关于开展 “千校万岗·启航青春冶 重庆市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的通知》, 持续开展 “双城青才

计划冶 就业服务季活动, 为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一站式帮

扶。 2020 年以来, 发动各级团组织累计协同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4000 余场次、 提供就业岗位 86 万余个, 各级团干部结对帮扶近

万名困难家庭毕业生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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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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