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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12 月 23 日

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专刊之二铱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共

青团改革的重要指示, 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 2021 年 6

月团中央对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扩大试点, 覆盖全

国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621 个县级团委。 各

地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涌现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做

法。 近期, 团中央围绕干部来源多元化、 组织方式多样

化、 生存社会化等改革目标, 选取部分典型案例, 现分

3 期予以编发,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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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式多样化摇 激发基层组织活力

在 “单位冶 管理服务职能弱化、 青年流动频繁、 兴趣需求

分化多样的背景下, “单位建团冶 的传统组织方式面临的挑战越

来越大。 改革中, 试点地方从志缘、 业缘、 趣缘和青年的现实需

求入手, 推进 “团办青年社团冶, 创新基层组织形态, 扩大组织

覆盖面, 增强组织粘性。

一、 上海市徐汇区组建社群化 “实践团冶

1. 系统化设计拓展深度。 团区委紧紧围绕服务 “人民城

市冶 建设, 把岗位建功、 实践育人作为主要途径, 把培育团的基

层组织新形态作为重要目标, 着力团结凝聚专业对口、 思想活

跃、 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骨干。 聚焦主责主业, 通过科学研判,

组建 6 种形态的 “青年人民城市实践团冶: “青年红色讲解员冶

重在讲好红色故事、 强化理想感召、 培育先进典型; “青年职业

体验官冶 重在服务城市建设、 开展见习锻炼、 凝聚青年人才;

“青年 ‘水滴爷 志愿者冶 重在弘扬志愿精神、 助力滨水服务、 展

现文明形象; “青年创业合伙人冶 重在激活创新引擎、 培养潜力

人才、 凝聚创业英才; “青年社区营造师冶 重在推动社区创新、

优化社区环境、 提升社区温度; “青年文化星推官冶 重在延续徐

汇文脉、 推广海派文化、 创造青年流量。

2. 社会化动员提升广度。 制定 《徐汇青年人民城市实践团

工作导则》、 《徐汇青年人民城市实践团招募方案》, 做实做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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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践团的管理、 运营、 评价、 激励、 保障机制。 抓牢团组织

“基本盘冶, 动员全区 33 家区属团组织广泛举荐青年骨干, 对部

分重点行业团组织开展调研走访、 挖掘骨干预备人选。 覆盖两新

青年 “实力盘冶, 与拥有大体量园区楼宇的区域单位和企业沟

通, 在园区内部形成宣传效应, 优先收录具有一定专业口碑和

“网红冶 属性的优秀青年。 引领中学中职 “活力盘冶, 延伸至区

内 50 所中学中职, 鼓励青少年参与实践团的活动项目, 重点招

募一批具有特长的 “斜杠青年冶 和 “专业达人冶。 打造全市高校

“联动盘冶, 依托区域禀赋和高校人才资源优势, 对接复旦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等 13 所高校团委, 建立 “区校联动平台冶、 推动双

向赋能。 目前, 已招募各行业、 各年龄段青年实践团骨干 300 余

名, 成员总数 4500 余人。

3. 社群化运营增强亮度。 针对青年社交 “圈层化冶 特点,

通过社群分层管理, 实现沟通交流空间开放有序、 青年参与便

利。 一是建立 “全周期冶 社群管理模式。 明确社群运营规则,

推动标准化建设、 规范化运营、 项目化运作, 实现统一标识、 统

一管理、 统一服务, 提升品牌标识度和青年体验满意度。 建立

“伙伴式成长冶 跟踪培养机制, 强化实践团成员的身份认同。 二

是建设 “小而精冶 社群运营团队。 每个实践团配备 “1+2+3+N冶

的核心团 (一名群主、 两名执行、 三名专家和 N 名组长队), 严

格控制实践团人员规模, 定期清理不活跃成员。 三是 “高匹配冶

社群活动配送。 让最好的区域资源带着人情味走近青年, 线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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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人气集聚活动, 线下组织互动打卡任务, 不断制造社群兴奋

点, 把区位功能优势、 文化服务优势、 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对青

年的吸引力。 四是 “辐射式冶 社群联动。 持续扩大活动半径,

与剧本杀、 付费自习室、 换装体验馆等青年聚集场所联动, 向青

年长租公寓、 外卖小哥集合点等青年工作生活点位辐射, 让青年

实践团不断 “走出去冶, 持续吸引更多青年互动、 加入, 实现区

域资源支持青年发展、 青年发展助力城市建设的双向赋能。

二、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打造 “五青五联冶 社区团建

1. 优化 “青年之家冶, 阵地联用。 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建设 “青年之家冶 旗舰店, 在小区内设置

“青年之家冶 功能店, 实现 “15 分钟步行圈冶 全覆盖。 社团化组

织活动, 邀集青年入驻, 以社区青年需求为导向定制服务, 丰富

青年的 “朋友圈冶, 搭建八小时外青春社交场。

2. 倡导 “青年干事冶, 队伍联建。 组建 “青春业委会冶, 由

社区团支部委员、 业委会主任、 青年楼长和青年物业代表担任委

员, 团青干部、 联青服务站成员、 青年业主作为成员, 常态化关

注社区民情民意, 开展民意收集、 居民管理、 志愿服务等相关工

作, 为小区楼道自治注入 “青动力冶。

3. 谋划 “青年说事冶, 青治联议。 成立议事 “青治团冶, 由

“1+1+N冶 (1 名党员指导员、 1 名社区团干部、 若干名青治团成

员) 组成青年圆桌会固定班底, 每月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至少组织

议事 1 次, 通过走访、 微信等收集青年碰到的工作事、 生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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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居民处理 “基层困难事冶、 “群众烦心事冶。

4. 培育 “青年组织冶, 活动联办。 在社区引进各类社会组

织, 配备心理咨询师、 社会工作人员, 承接各类社会实践、 公益

服务项目活动。 依托业主微信群成立 “社区青年库冶, 发布活动

招募令, 成立 “友趣社团冶; 组建青年突击队, 积极参与社区

“急、 难、 险、 重、 新冶 任务; 组建 “青春格格冶 专业服务队,

向辖区网格报到。

5. 健全 “青年礼遇冶, 服务联享。 结合社区 “公益银行冶,

推出 《青年积分管理办法》、 《青享卡》、 《青年积分手册》, 分级

分类制定礼遇激励政策、 积分兑换清单, 使团员青年 “靠行动积

分、 凭积分受益冶, 在融入社区、 参与基层治理中实现自我价值。

截至目前, 积分总数 3 万余分、 累计集中兑换 2 万余分。

三、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团组织 “触角冶 进小区楼栋

1. 创新组织设置。 坚持党建引领, 依托小区党支部, 联合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联盟、 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青年社会组织, 整

合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物业、 青年业主等社会各方资源, 建立

“1+4 +N冶 联合团支部。 根据青少年兴趣爱好成立 “舞蹈团冶、

“书法俱乐部冶、 “瑜伽 keep 队冶 等 45 个兴趣小组, 建立共享空

间, 设置 “共享工具屋冶。

2. 搭建参与平台。 建设志愿服务平台, 各小区组建青年志

愿服务队, 设置青年志愿服务岗, 建立轮值工作制度, 实行志愿

服务积分兑换制, 形成青年参与、 共建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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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基层治理平台, 建立团员、 青年两本台账, 由团小组长负责

联系本楼栋青年, 发动团员骨干担任小区网格员、 信息员、 宣传

员, 协助社区和物业公司开展住户登记、 政策宣传、 矛盾调处等

工作。

3. 丰富联系载体。 用好 “青年讲师团冶、 “青年大学习冶 等

载体, 因地制宜建设 “阳光小屋冶、 “小区书吧冶 等载体 9 个。

在小区建立团代表联络点, 35 名团代表入驻团代表联络点, 开

展青年团员接访日活动 7 场。 以 “青年之家冶 为主阵地, 整合党

群服务中心、 “童伴之家冶、 群团活动中心等资源, 推行 “团干

部+社工+志愿者冶 工作模式, 实现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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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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