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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宜智同志在团十七届中央书记处

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录音整理)

当今时代, 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 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有力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

互联网也深深影响着青少年的思维特点、 行为习惯和成长规律,

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 对国家治

理带来的深刻变革和重大挑战, 十分关心网络时代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 对新形势下的共青团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 《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对打造网上网下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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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有机融合的群团工作新格局作出明确部署。 全团要高度重

视、 积极探索,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 强化互联网思维

当前, 以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智能化等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 影响着青年。 共青团要

适应时代发展, 履行好自身职能, 就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

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 从党中央的要求来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书记处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共青团大

力运用网络新媒体开展好青年工作, 充分发挥团组织和 8900 万

共青团员作用, 传播网络正能量, 参与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中央

下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中, 专门对打

造网上网下相互促进、 有机融合的群团工作新格局作出了明确部

署。 这些指示部署, 为共青团大力进军网络新媒体提出了要求、

指明了方向。 从互联网与青少年的关系来看, 有调查显示, 80%

的网民是青少年, 80% 的网络从业者是青年, 以互联网为第一信

息源的青少年比例高达 90% 以上, 互联网日益成为青年学习生活

的重要方式、 聚集联络的重要空间、 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要找

到青少年、 服务青少年、 影响青少年, 必须介入互联网空间, 必

须运用互联网手段, 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 从互联网与共青团的

关系来看, 互联网带来的青年生活方式、 组织方式和思想意识的

巨大变化, 对共青团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组织动员青年、 服

务青年、 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各方面工作, 都带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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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 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共青团需要积极适应网络化发展趋

势, 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来创新团的工作思路、 工作理念、 工作

方式、 运行机制, 延伸组织覆盖、 丰富工作载体、 拓宽工作

空间。

二、 准确把握互联网思维的实质

互联网思维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新概念, 内涵十分丰富, 对

共青团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多启发。 这里, 我结合工作, 着重强调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要深刻理解互联网思维的特征。 开放性、 平等性、 互

动性是互联网的主要特征, 与共青团的工作要求存在高度契合。

开放性是互联网思维的突出体现, 既体现在空间的开放, 信息传

播无边界、 低门槛, 更体现在观念与态度的开放包容, 打破行为

和活动的局限性, 善于和乐于接受新知识新创造, 进而促进思想

解放、 观念更新、 方式转变。 共青团注重开放性, 就是要避免工

作中的自娱自乐倾向。 平等性是网络平台的重要特征, 体现在人

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顺畅, 获取信息的数量质量更加均衡, 能

够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 总体氛围趋向去权威化、 去中心化。 共

青团注重平等性, 就要改变家长式、 命令式、 灌输式的引导方

式。 互动性是互联网思维最活跃的因素, 体现在信息不再是简单

的单向流动, 而是互通互联、 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逐步改变着

使用者交流交往和参与社会的方式。 共青团注重互动性, 就要尊

重青年参与和青年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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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要从互联网思维的基本理念中获得启发。 互联网思维

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大家都公认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用户至上。

以用户为中心, 始终围绕着用户转。 在产品开发设计时注重用户

参与和用户体验, 永远站在用户角度考虑问题, 为用户创造良好

的体验和价值。 二是大数据分析。 互联网使原来彼此孤立的信息

得以连接起来, 打通信息孤岛, 有利于更全面地掌握青年思想、

行为和需求状况。 三是注重大多数草根。 这对于我们团的工作启

发就是要更多的注重普通青年, 而不是聚焦少数精英群体, 克服

工作中的 “二八现象冶, 同时注重分众化。 四是简约。 用简洁的

产品来吸引和服务用户。 五是要培养 “粉丝冶。 对互联网经济来

说, 它的用户不再是一般意义上 “一锤子买卖冶 这种生产商、

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 不是培养一般性用户, 而是要把用户

培养成粉丝, 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这启示我们要增强共青团活动

的黏性。 六是快速迭代, 通过用户反馈快速更新产品。 团的思想

引领等工作也不能一成不变, 从内容到载体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和

青年需求。 七是以最低的参与成本吸引用户。 这就是互联网经常

说的, 一般是免费, 或者是很低的成本为用户服务, 通过积累用

户资源来挖掘和创造价值。

第三, 要把握互联网思维的内核。 互联网思维不是什么 “全

新冶 的思想。 互联网思维跟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非常相似。 我们党从一开始矢志追求共

产主义理想, 如何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个理想, 或者在不同阶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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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的理想, 最后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最重要的就是有这样

一种宗旨, 围着用户转。 党的用户是谁?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 而

且是草根群众, 绝大部分是工人、 农民。 他们响应了党的号召,

党也为实现他们的梦想做了工作, 创造了条件。 他们梦想成真

后, 加深了对党的信赖支持, 成为了党的 “粉丝冶。 十八大以

后, 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密切联系群

众。 我们共青团也有很多好的传统, 和党的传统是一致的。 对共

青团来说, 互联网思维就是如何更好地融入青年、 服务青年。 我

们不能把互联网新媒体简单看成是产品或技术手段, 而是对整个

工作理念、 工作方式、 组织设置的变革。 要运用网络新媒体更好

地深入青年、 融入青年, 强化服务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能

力, 拓展协商民主职能, 实现共青团工作与网络新媒体深度融

合, 从而坚持和发扬团的优良传统, 为党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群

众工作。

三、 积极探索 “互联网+共青团冶 的工作新格局

团十七大以来, 全团把 “进军网络新媒体冶 作为提高团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 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的主攻方向, 着力推

动网络新媒体成为联系和组织青年的重要手臂、 引导青年的重要

阵地、 服务青年的重要平台、 共青团组织体系高效运转的重要载

体。 特别是把互联网作为青年思想引导工作新的突破口, 大力建

设共青团网络宣传工作队伍和工作阵地, 深入开展网上正面宣传

和舆论引导,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下一步, 全团要进一步贯彻落

—5—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和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 精神, 继续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在团的工作和建设中的全局

性、 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 着力强化互联网思维, 坚持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 从管理模式、 运行机制、 机构设置等方面大力创新,

探索建立 “互联网+共青团冶 工作格局。

1. 加强学习研究, 努力掌握新理念、 新规律、 新本领。 互

联网思维是一种意识, 也是一种能力。 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要将

网络新媒体作为自身工作技能和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真

学习党中央关于互联网的重要论断和各项部署, 学习互联网基本

知识和发展趋势, 了解互联网条件下青年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规

律, 为运用互联网改进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要坚持理论学习和实

际工作的密切结合, 及时全面地将学习中获取的知识、 更新的观

念用于工作之中, 特别是要增强对网络新技术、 新产品的敏感,

密切关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智能化等新兴互联网技

术, 保持工作的前沿性、 前瞻性。

2. 推动共青团工作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各级团组织要遵循

互联网特点, 以互联网思维优化和创新团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

法, 将网络新媒体运用于团的各项职能履行的全过程, 努力实现

深度融合。 要运用互联网增强思想引领工作的影响力感染力。 把

互联网作为引导青年的主要方式和载体, 形成覆盖广泛的新媒体

思想引领工作体系, 强化内容供给和渠道建设, 通过运用青年喜

爱的话语体系、 表达方式、 时尚元素, 把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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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融入生动的新媒体内容中, 增强青少年思想引导工作的效果。

要运用互联网着力提升组织动员能力。 通过网络平台建设, 构建

各级团组织与团员青年紧密联系、 高效互动的便捷渠道, 我们团

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网络, 现在要把两种网络融合起来, 要

相得益彰。 建立团员青年参与团的工作的日常机制, 增强团组织

和青年的黏性, 更好的提升共青团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动员能力,

引导青年创新创业创优。 要运用互联网切实服务青少年成长发

展。 通过先进技术手段, 把共青团的信息供应、 品牌活动、 资源

支持等有机整合, 为青年提供 “O2O冶 式的服务, 提高服务青年

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及时性。 通过网络互动平台和信息技术, 动

态倾听收集青年普遍性利益诉求, 广泛开展法治宣传、 青春自

护、 心理咨询、 法律维权、 关爱帮扶等服务, 更好地代表、 反

映、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3. 依托智慧团建创新团的自身建设。 要利用网络新媒体技

术推进 “智慧团建冶 工程, 推进团组织的扁平化、 精细化管理,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组织互动, 实现团组织对青年 “纵向到底、 横

向到边冶 的多重覆盖, 实现对团干部的在线管理考核、 教育培

训。 要通过 “网上 +网下冶 互动, 以网络新媒体为线上动员手

段, 以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为线下实体依托, 有效整合青年社会

组织资源和青年需求, 推进区域化团建工作深入开展, 进一步提

高团组织自身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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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级团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5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