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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科同志在共青团中央常委会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根据录音整理)

这次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

大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全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有关工作。 一天多来, 大家认真聆听了中央宣讲团成员姜伟同志

作的专题报告, 深入交流了学习体会, 充分讨论了全团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关安排部署, 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

结合会议讨论情况, 我谈四点意见。

一、 提高思想认识, 深刻理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既是共青团的首要政治任务, 又是共青团基于组织性质、 实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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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功能的核心工作业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也是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须臾不可偏离的

根本指针。 从这个意义上讲,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 是党中央对包括共青团在内的各领域各方面的

普遍性要求。 各级团干部要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大精神, 自觉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工作, 切实

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同时, 对共青

团而言,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还有着更进一步的特殊

意义。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肩负着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坚

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的重要使命。 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广泛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行动, 切实增强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是共青团基于组织

性质、 实现组织功能的核心工作业务。 各级团干部既要自己学深

悟透, 又要履职尽责, 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

的十九大精神。 要充分认识到, 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 对团员青

年内在的、 强大的、 持久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源自理想信念, 源自

深厚的思想认同。 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新时代广泛地吸引和凝聚青年的精神旗帜和

力量源泉, 是提升共青团组织力的核心依托, 必须牢牢巩固这一

共同思想基础。 要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品质, 充分感受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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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领袖风范、 担当精神、 政治智慧, 发自内心地崇敬与爱戴党

的领袖、 坚定不移拥护和追随党的领袖。

二、 树立问题导向, 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保持足够清醒认识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任务,

必须从一开始就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对可能出现的背离初

衷、 影响效果的问题与倾向保持高度清醒, 打好预防针、 立下军

令状, 切实提高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实效性。 一是要注意克服形

式主义。 要充分认识到,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是做

给上面看的, 也不是做给外面看的, 决不能简单停留于发个文、

开个会, 装样子、 走形式, 必须把诚意正心放在首位, 形成由内

而外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杜绝那种千篇一律、 囫囵吞枣的泛泛学

习。 二是要注意防止组织动员中的 “高位截瘫冶 现象。 从目前

了解的情况看, 团内工作信号层层弱化、 工作要求传导不畅的问

题一定程度仍然存在。 对此, 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必须下大决

心、 大气力打通团的 “中梗阻冶, 使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各项部署传递到基层、 工作落实到基层。 三是要注意解决学

习宣传贯彻中的 “两张皮冶 问题。 对于中央重大精神, 如果抱

着 “学归学、 做归做冶 的态度, 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学也学不好、

做也做不对。 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摒弃这种错误观念, 既要把学

习十九大精神作为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 更要当成自己的份内

事、 责任田, 坚持在干中学、 在学中干, 真正做到学用结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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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杜绝抓工作的 “一阵风冶 倾向。 一些团组织在抓学习的过

程中容易注意力分散、 关注点转移, 常常是开头热热闹闹、 后来

静静悄悄。 我们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一定要克服这种

现象, 真正下一番学习的慢功夫、 苦功夫、 “笨冶 功夫, 坚决抵

制 “一阵风冶 式的突击学习、 浮于表面的盲目学习、 投机取巧

的功利学习。 五是要摒弃不区分工作对象的 “大呼隆冶 “一锅

烩冶 做法。 当代青年群体日益分化、 需求日益多样。 在推进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要对工作对象结构的复杂性有足够

清醒的认识, 针对年龄、 职业、 学历、 兴趣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做好分类设计、 分层推进、 分众评价, 不搞 “千人一面冶 “大水

漫灌冶, 切实提高工作的精细化水平。

三、 把握科学方法, 深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取得实效

党的十九大精神博大精深, 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就必须

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 做到活学、 深学、 有效学, 不断将学习引

向深入。 一是抓住团干部这个关键, 组织广大团干部带头全面学

习、 完整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带头深入基层和青年一起学习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切实提高政治理论素养, 增强政治引领能力。 二是聚

焦重点青年群体, 在广泛覆盖、 影响和带动各领域青年的基础

上, 把更多工作重心向在校大学生、 企业青年等成建制的团员青

年群体进行倾斜, 进而发挥他们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 三是增强

工作针对性, 关键是要到青年中去, 因人施策、 面对面宣讲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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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 面向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 要侧重加强理论阐释

和国情教育, 引导他们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性认同; 面向工人、 农民等职业青年, 要侧重加强政策解

读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领域历史性成就的宣传, 引导他们增强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认同; 面向中学生

和少年儿童, 要侧重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格魅力、 党和国家事

业的发展成就, 进行具象化、 有温度的启发性教育, 引导他们增

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 四是明确

任务要求, 将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有机统一, 对各级团组织开展

工作提出具体指标和完成时限, 确保学习宣传贯彻可操作、 可量

化、 可考核。 五是坚持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团的组织优势, 采取

得力措施、 层层压实责任, 坚持一级带一级、 一级督一级、 一级

做给一级看, 推动全团上下共同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

四、 注重联系实际, 使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成为全

团推进改革攻坚、 强化从严治团的集中检验和生动实践

要充分认识到,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当前共青团

正在推进的改革攻坚、 从严治团, 不是彼此孤立的, 而是紧密联

系的。 一方面, 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要始终坚持和体现从严治团的

内在要求,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穿全过程、 各层级。 对工作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既要追究本级的主体责任, 也要追究上级团

组织的领导责任; 既要追究不重视、 不作为的责任, 也要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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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而不紧冶 “抓而不实冶 的责任; 既要进行团内通报, 情况严

重的也要向同级党委通报。 同时, 从严治团抓得实不实, 直接决

定了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最终成效。 全团上下只有真抓真管, 真

正形成令行禁止、 从严从实的良好风气, 才能确保不折不扣完成

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首要政治任务。 另一方面,

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本质上体现了共青团改革攻坚的目标要求, 也

反过来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 共青团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目

标, 就是让党的组织行为在青年中产生更大带动、 指导作用, 让

党的思想主张在青年中形成更大覆盖面和影响力, 说到底就是要

团结最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党的十九大精神是我

们党最高意志的集中体现, 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大成。 学习

好、 宣传好、 贯彻好的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最大的政治。 我们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团员青年中广泛传播,

让更多青年了解十九大、 读懂十九大, 进而增强对党的情感认

同、 思想认同、 政治认同。 这一过程本身, 就是在践行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的重要要求, 就是在落实改革攻坚的目标任务。

全团必须认真贯彻中央有关决定精神和团中央工作部署, 按照学

懂、 弄通、 做实的要求, 组织引导各级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真

正来一个大学习,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

齐意识,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团员青年中落地

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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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新时代呼唤新气象,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 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锐意进取、 埋头苦干, 团结带领广

大团员青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 智慧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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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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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