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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11 月 3 日

揖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专刊之二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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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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功能

各级团组织把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作为引领凝聚青年的重

要实践平台, 积极适应不同类型组织的群体特征和运行规律, 创

新方式载体, 广泛组织动员, 强化密切联系, 努力发挥团属青年

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功能。

一、 紧扣主题主线,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将共青团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冶 学习教育作为团属

青年社会组织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载体, 突出社会领域青年特

色, 创新学习机制和方式方法, 不断提升工作感染力和实效性。

1. 立足群体特征, 优化学习机制。 紧扣党史学习教育目标

任务, 大力加强顶层设计和策划部署, 积极建立适应社会领域青

年特点的学习机制。 团中央把党史学习教育纳入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骨干培训体系和组织建设质量评估体系, 作为推动组织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任务, 制定和发布工作指引, 强化对基层的直接指导

和推动。 团江苏省委将党史课程纳入 “青益训练营冶, 通过专题

培训、 社会实践、 学习研修等方式, 建立常态化的青年社会组织

骨干学习机制。 团北京市委在青年社会组织中开展党史知识竞

赛、 青年社工访谈、 能力提升讲堂等 “七个一冶 系列活动, 形

成体系化的党史学习教育模式。

2. 突出实践参与, 创新方式载体。 从青年社会组织成员的

思想认知规律出发, 运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方式, 创新开展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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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党课冶、 “青年学习社冶、 “党史学习沙龙冶 等一系列内涵深刻、

时尚新颖的学习活动。 团江苏省委在青年社会组织中策划开展

“读党史 悟思想冶 主题读书分享活动、 “点赞百年冶 视频接力挑

战、 党史学习网上打卡等系列活动, 在社会领域青年中形成广泛

影响。 团福建省委举办 “红色筑梦之旅冶 学习实践活动, 组织

青年社会组织骨干开展国情调研, 用实际行动追寻先烈足迹、 传

承红色基因。 山东、 陕西、 江西等地组织青年社会组织骨干到井

冈山、 延安等革命纪念地现场感受党的历史和发展成就, 引导他

们在历史对比中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切实增强 “四个自信冶。

3. 结合职能定位, 注重实践成效。 立足各领域青年社会组

织的专业优势, 以各类公益服务项目为抓手, 组织青年社会组织

广泛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及时转化为投身社会治理的实际行动。 团上海市委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 “学党史、 办实事, 青年社会组织在行动冶 系列活

动, 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定期开展社区微调研、 “社区沙龙冶 等活

动, 帮助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点问题。 团海南省委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有关部署, 动员青年社会组织参加 “乡村振兴·志愿先行冶

志愿服务行动, 常态化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政策宣讲、 助学支教、

健康帮扶等活动, 引导各领域青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接受

思想熏陶。

二、 抓住关键少数, 积极培养优秀青年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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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在各领域青年社会组织中发现、 选树、 培养一批信念坚

定、 业务精湛、 立足基层、 甘于奉献的优秀青年骨干人才, 加强

典型激励和政治吸纳, 引导其发挥在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

1. 注重典型激励。 在团的各级各类评选表彰活动中, 进一

步加大对青年社会组织骨干的推选力度。 年初以来, 在青年社会

组织领域共有 2 人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26 人获 “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冶、 6 人获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9 个集体获 “五四

红旗团支部冶、 29 人被推选为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冶。 据统计,

全国共有 1200 余名青年社会组织骨干获得团的荣誉表彰。 同时,

各地广泛开展共青团 “伙伴讲堂冶, 组织优秀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宣讲自己的 “伙伴故事冶,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影响覆盖

青年近千万人次。

2. 抓好骨干培训。 团中央将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作为重要

培养对象, 联合民政部开设 “青马工程冶 社会组织班, 设计开

发 《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和操作实务》 等精品课程, 指

导各地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 团上海市委常态化开展 “青年公益

骨干培训冶, 形成 “国情研习营冶 等特色课程体系, 面向千余家

青年社会组织开展培训 80 多场、 覆盖 5000 多人次。 团浙江省委

深入实施 “青春领航冶 系列培训计划, 组织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接受专业辅导、 参与培训交流。 广东、 福建、 新疆、 黑龙江等地

团组织普遍通过专题培训、 沙龙座谈、 实践教学等形式, 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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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属青年社会组织骨干的常态化培训。

3. 加强政治吸纳。 各级团组织通过建立制度化的选任机制,

积极从优秀青年社会组织骨干中选配挂、 兼职团干部, 搭建深度

参与基层共青团工作的平台。 对符合条件的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积极推荐担任各级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团代表、 青

联委员等, 引导他们更好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发挥积极作用。 团江苏省委探索建立专门机制, 推荐优秀团属青

年社会组织优先成为青联团体会员, 推荐相关骨干担任各级挂、

兼职团干部。 团宁夏区委从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中选配 9 名挂、 兼

职副书记, 吸纳 26 名骨干担任青联委员。

三、 强化思想引领, 及时维护政治安全

持续关注青年社会组织的思想动态和发展趋势, 强化密切联

系、 风险研判和思想引领等工作, 确保团属青年社会组织领域的

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1. 做好政治把关。 始终把牢政治方向, 不断强化对各类团

属青年社会组织的政治指导, 及时掌握组织运行情况和成员的思

想状况, 深入把握在思想认识、 成员结构、 活动开展、 对外交流

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 确保不出现偏离组织目标的言论

和行为。 团上海市委坚持把区级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动态作为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内容, 定期开展摸底调研, 加强风险排查和

研判, 每月编写 《上海青年社会组织观察》, 做到底数清楚、 点

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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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抓好日常监测。 指导各级团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同具有较

大影响力和覆盖面的青年社会组织的经常性联络。 截至目前, 全

团密切联系相关青年社会组织超过 8300 家, 数量比去年翻一番。

各地通过开放日、 恳谈会等定期交流平台, 深入了解各类青年社

会组织的发展态势, 积极帮助反映迫切需求、 解决实际困难, 及

时发现和推动解决苗头性问题。 团浙江省委依托 “双网互动冶

机制, 精细化了解网格内青年社会组织的群体规模、 分布特点和

思想动态, 主动加强与组织负责人的联系服务, 实现立体化、 信

息化覆盖。

3. 加强理论研究。 充分发挥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高端智库、

共青团社区和社会组织专委会以及各地团校等平台的作用, 聚焦

社会组织团建、 青年社会组织运作模式、 新兴领域青年思想特征

等相关课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推出系列研究成果。 团天津市

委联合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专项调研, 深入了解团属青年社

会组织发展现状和需求, 形成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视角下

的青年社会组织发挥优化的研究》 调研报告, 为推进县域团属青

年社会组织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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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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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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