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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12 月 27 日

编者按: 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工作, 是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交给共青团的重要政治任务, 对巩固和扩大党

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年来, 团北

京市委坚持调研先行, 摸准首都新兴青年群体的规模、

类型和特点, 主动向党委汇报, 积极争取各部门支持,

围绕联系覆盖、 引领思想、 服务成长、 动员建功等方面

开展工作, 形成新机制、 构建新格局。 现编发其经验做

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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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北京市委 “六个坚持冶
推动构建新兴青年群体工作新格局

团北京市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按照团中央部署,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摸准

首都新兴青年群体的规模、 类型和特点, 主动向党委汇报, 积极

争取各部门支持, 合力推进新兴青年群体工作形成新格局。

一、 坚持调研先行, 深入分析新兴青年特点

2020 年以来, 团北京市委针对全市年龄范围在 16—35 周岁

的北京新兴青年进行走访调研, 形成 《北京新兴青年群体状况研

究报告》, 测算出北京新兴青年群体基数在 180—220 万人之间。

在此基础上, 界定初步范围, 划分为网络文化青年、 独立文艺青

年和生活新业态青年三大类型。 并且, 总结出新兴青年群体数量

规模扩大、 从业形式灵活、 组织依赖松散、 群体需求多样、 社会

认同自我等特征, 概括这一群体面临自身缺乏社会保障、 职业缺

乏清晰规划、 群体缺乏有效服务、 行业缺乏规范监管等困境, 分

析得出该群体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 “五新冶 影响, 即构成首

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激发首都创新发展的新活力、 满足市民美

好生活的新需要、 涵养首都文化的新生态、 成为首都社会治理的

新课题。 同时, 与市直 20 余家部门和单位联动, 深入了解涉及

新兴青年群体的政策, 听取各方相关意见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新

兴青年群体工作打下较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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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坚持党委领导, 争取纳入党建整体布局

今年 8 月, 团北京市委专题向市委汇报新兴青年群体工作:

一是详细汇报 《北京新兴青年群体状况研究报告》 情况; 二是

站在全市角度, 牵头制定 《关于加强北京新兴青年群体工作的若

干措施》 (以下简称 《措施》), 从加强顶层设计、 深化思想政治

引领、 强化联系覆盖、 服务成长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等五个方面

提出 22 条具体举措。 市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指示将新兴青年

群体党建工作纳入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试点工作体系,

教育引导广大新兴青年群体听党话、 跟党走。 市委决定将 《措

施》 由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各部门 (单位)

党组 (党委)、 各区委, 纳入党建整体工作安排, 引起各级党组

织重视, 形成普遍共识。 各部门 (单位) 围绕新兴青年群体研

究推出政策举措, 各区委召开区级青年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调度新

兴青年群体工作。

三、 坚持部门协同, 推动明确主体责任分工

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工作不是共青团一家的事。 团北京市委坚

持系统观念, 推动树立新兴青年群体工作一盘棋思想, 充分发挥

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 在牵头制定 《措施》 过程中, 主

动与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市公安局等部门 (单位) 进行

对接, 结合各自职责和工作特点, 深度研究不同区域、 不同行业

新兴青年群体职业发展、 社会保障、 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并

积极形成对应举措, 从而探索形成党组织和行业管理部门牵头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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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各相关部门和属地齐抓共管、 行业协会和平台企业共同参与

的工作新格局。 《措施》 注重实际, 落地性强, 比如, 建设即诉

即办新机制, 联合市政务服务局针对 12345 市民热线所涉及的新

兴青年群体集中诉求, 完善接诉即办、 主动治理工作机制。 再比

如, 推出促进发展新举措, 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委网信办、 市科

委推出 “强国有我·筑梦同行冶 系列活动, 以论坛、 参访、 展

会等方式, 引导新兴青年群体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行业、

重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四、 坚持组织覆盖, 扩大工作影响组织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对新兴青年群体的服务力度, 拓宽新兴青年群

体 “朋友圈冶, 团北京市委联合市委宣传部、 文资中心, 与全市

100 余家新兴青年群体较为集中的文创园区、 互联网企业建立工

作联系, 试点建设 15 处 “筑梦空间冶 活动阵地, 常态化服务新

兴青年群体。 在网络文化青年方面, 不断扩大社会组织覆盖, 与

市委统战部、 市委网信办、 市文联、 市作协等部门 (单位) 协

作, 加强与新兴青年社会组织、 社群的联系, 联合市委社会工

委、 市民政局等部门, 积极推动青年文学、 新媒体等领域新兴青

年群体团属社会组织建设。 在独立文艺青年方面, 指导创建北京

设计青年汇, 举办 “青春志冶 双年展, 通过项目扶持、 就业实

习、 举办沙龙赛展等方式, 为其打造交流、 展示平台, 促进独立

文艺青年在群众生活、 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

生活新业态青年方面, 组织工作力量深入外卖快递小哥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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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 “加微信、 拉群聊冶, 推动建立 215 个流动团支部, 并重

点推动总部在京快递行业龙头企业完成建团工作, 切实扩大新兴

青年群体的组织覆盖面。

五、 坚持服务引领, 促进新兴青年成长发展

聚焦职业提升, 开展 “新青年学堂骑手班冶 项目, 为有学

历提升需求的外卖小哥提供高起本和专升本的考前辅导及奖学

金。 邀请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与新兴青年代表开展 “面对面冶

活动, 了解新兴青年工作生活、 成长发展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通

过建议、 提案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新兴青年群体。 联合市人

力社保局、 市司法局为新兴青年提供职业发展、 社会保障、 法律

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2000 余人次。 联合市人力社保局进一步明确

平台企业保障劳动权益的主体责任, 规范快递员、 外卖员、 网约

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用工管理, 健全法律援助和争议调处机制,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联合市总工会、 市妇联在全市建立

700 余家 “暖心驿站冶、 “小哥加油站冶, 开展体检、 义诊、 理发

等志愿服务, 累计服务 5 万余人次, 为快递、 外卖、 网约车行业

从业青年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需求。

六、 坚持作用发挥, 助力首都建设发展大局

团北京市委积极发挥新兴青年群体中的榜样作用, 做好典型

选树工作, 组织 “北京青年榜样冶 中的外卖小哥、 新文艺青年,

深入新兴青年群体聚集地、 文创园区开展宣讲。 用好团属媒体矩

阵, 通过录制 “每个人都了不起演讲冶、 “讲述百年党史故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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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吧青年冶、 “小哥说冶, 开展 “小岗位 大英雄冶 视频征集等

工作, 讲述新兴青年的正能量故事, 引导他们爱党爱国、 爱岗敬

业。 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共同举办第五届中国 “网络文学+

大会———青年文学人才发展研讨会冶, 聚焦网络文学精品化创作,

探索服务新时代青年网络作家成长。 联合首都绿化委、 市城市管

委、 市公安交管局等部门 (单位), 围绕基层治理、 社区环境提

升、 生活垃圾分类、 街区改造等主题, 组织新兴青年群体进行专

业创意设计, 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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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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