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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专刊之一铱

编者按: 各级团组织贯彻落实团中央书记处部署,

按照 《县级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工作方案》 要求,

以防 “疯长冶、 防 “休克冶、 防 “内卷冶 为重点, 集中

力量推进志愿服务、 创业就业、 文艺体育 3 类青年社会

组织建设, 努力构建政治坚定、 建设规范、 功能突出、

覆盖广泛、 充满活力的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体系, 不

断激发基层团组织活力。 近期, 团中央对相关情况作了

梳理, 现分 3 期编发专刊,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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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覆盖广泛的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体系

各级团组织紧紧围绕县域共青团改革目标, 把握工作方向、

注重因地制宜、 稳步扩面提质, 推动组织规模、 组织覆盖和组织

功能进一步拓展优化, 在县域逐步形成基层团组织和青年社会组

织有机协同的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体系。

一、 突出建设质量, 不断扩大组织建设覆盖面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紧扣青年差异化特征和需求, 积极

有序推动各类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 使之成为团的基层组织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分类重点推进。 年初以来, 全团在持续深入推进志愿服

务类、 创业就业类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基础上, 积极稳妥推进

文艺体育类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 截至目前, 全团已建成 3 类

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9200 余家, 个人会员达到 685 万人, 团

体会员达到 54. 8 万个。 从占比看, 志愿服务类的区县覆盖率为

97. 1% , 创业就业类的区县覆盖率为 92. 2% , 文艺体育类的区县

覆盖率为 57. 6% 。

2. 注重因地制宜。 针对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 建立

“一对一冶 工作推动机制, 指导其通过联片挂点、 下抓一级、 对

口联系、 常态化调研等方式, 帮助基层创新探索行之有效的组织

—2—



建设模式。 针对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等基础较好的地区, 推

动其在实现组织活跃的基础上, 逐步将组织覆盖向乡镇、 街道、

城乡社区延伸。 团江苏省委坚持自加压力, 提出在确保实现 3 类

组织建设目标的基础上, 年内在每个设区市实现 60% 以上的县级

团委至少建设 1 个团属新兴青年群体组织。

3. 融入组织体系。 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发

挥作用, 有效深化基层共青团同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 成为共青

团联系、 服务、 引导青年和其他青年社会组织的纽带。 团重庆市

委成立市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议, 将全市最具影响力的 119 家青

年社会组织纳入会议机制, 通过民主议事、 能力建设、 业务指

导、 行业自律、 资源共享等方式, 积极打造促进青年社会组织实

现资源整合、 交流互助、 协作发展的平台, 引导它们围绕团组织

提出的工作目标更好发挥作用。

二、 深化指导评估, 建立健全扁平化工作机制

适应青年社会组织特点和规律, 统筹全团力量探索建立扁平

化机制, 持续加强对各级、 各领域工作力量的牵动和指导, 推动

工作信号、 工作任务、 工作资源直达基层。

1. 建立协同化推进机制。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建立协同推进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的工作机制, 定期召开调度

会, 及时推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省、 市两级团委普遍建立

协同推进机制, 为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积极创造条件、 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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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团四川省委组织团省委干部直接与 183 个区县结对,

将推进工作的成效作为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 团甘肃省委按

照 “建立 1 个支持型青年社会组织+打造 3 个专项型青年社会组

织+培育 N 个青年社会组织冶 的思路, 依托相关机制有计划、 有

步骤地推进工作。

2.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依托 “团聚伙伴冶 青年社会组织

信息服务平台, 建立全国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信息数据库, 实时掌

握各级各地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情况,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基层

团组织的牵动和指导。 截至目前, 省、 市、 县三级已有 11069 家

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在该平台备案入驻, 实现对各地建设情况的实

时掌握, 确保相关进展可预期、 可描述、 可度量。

3. 建立科学化评价体系。 立足组织建设的覆盖面、 规范性、

活跃度、 功能发挥等方面指标建立综合评价机制, 通过实地督导

调研、 大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 努力实现对各类社会

组织建设质量的科学化评估, 引导各级团组织切实把工作重心放

在提升建设质量上。 河北、 江苏等省份探索实施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星级评定、 公信力评估机制, 通过评星定级、 量化考核等方

式, 有效提升青年社会组织的建设质量。

三、 把牢工作方向, 确保各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对各类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 在登记注册、

成员吸纳、 资源整合、 活动开展、 对外交流等方面加强工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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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确保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建设和发展。

1. 推动规范建设。 各地按照有章程制度、 有工作骨干、 有

稳定队伍、 有活动品牌的原则开展组织建设, 推动符合登记条件

的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及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截至目前, 全团

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中完成登记注册的有 5910 家, 占省、 市、 县

三级团属青年社会组织总量的 53. 4% ; 主要负责人身份是团代

表、 青联委员或挂兼职团干部的有 5412 家, 占 48. 9% ; 有固定

活动场所的有 6142 家, 占 55. 5% ; 有固定办公场地的有 7138

家, 占 64. 5% 。

2. 扩大团建覆盖。 推动符合建团条件的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及时建立团组织。 截至目前, 全团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中已建立团

组织 3034 个, 占 27. 4% 。 各地充分考虑团属青年社会组织成员

的松散性、 流动性特征, 积极探索新的工作载体, 通过建立青年

兴趣小组、 组建青年工作委员会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

中青年成员的有效覆盖。 团四川省委与省民政厅共同成立社会组

织行业团建工作指导和推进委员会, 出台工作方案, 制发指导手

册, 加强靠前指导。 河北、 山东、 甘肃等地将工作资源优先向已

建团的青年社会组织倾斜, 对其他青年社会组织形成激励和引导

效应。

3. 加强日常管理。 各地团组织经常性听取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负责人及成员的意见, 不断改进相关机制和工作举措。 各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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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实行年度工作、 重大事项报告审查机

制, 督促长期不活跃、 作用发挥不明显的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及时

进行整改, 对不适合条件的组织负责人予以调整。 团福建省委建

立和实施 “三清、 四有、 五确保冶 工作机制, 有力保障团属青

年社会组织的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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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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