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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大力加强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共青团杂志等

共青团宣传舆论阵地建设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团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团属媒体作用, 进一

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引导青少年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汇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青春能量, 现就大力加强中国青年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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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杂志、 中国共青团杂志等共青团宣传舆论阵地建设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共青团杂志

等团属报刊对推动工作、 引导青年和增强共青团影响力的重要

作用

中国青年报是中央重要的主流媒体和团中央机关报, 中国青

年杂志是团中央机关刊, 中国共青团杂志是团中央面向各级团组

织和广大团干部的工作指导刊物。 长期以来, 团属报刊在宣传党

的思想主张、 推动团的重点工作、 服务青年健康成长和为团的事

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近年来,

团属报刊进一步强化作为共青团重要工作手臂的功能, 紧密围绕

全团工作部署, 加大和改进团的工作报道, 生动反映青年风貌,

为推动全团各项工作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 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和信

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媒体信息对青年

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愈显深刻。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

共青团杂志等团属报刊在共青团的传媒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独

特优势, 对推动全团工作的深入开展、 对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社

会观察结论及思想认识、 对增强共青团影响力承担着重要职能。

各级团组织要共同努力, 进一步扩大团属报刊对基层团组织和广

大团员青年的有效覆盖。

二、 进一步办好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共青团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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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团属报刊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共青团杂志等作为共青团

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 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坚决贯彻党对

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 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努力提高舆论引

导能力, 充分反映团的工作,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教育, 不断激励青年努力奋斗, 为用中国梦打牢广大团员青年的

共同思想基础贡献力量。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坚持正确导向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首

位要求, 要始终绷紧导向这根弦, 讲导向不含糊、 抓导向不放

松。 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 阵地意识, 坚

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把抓好导向落实到新闻

采编的各个环节。 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 强化社会责

任感, 严格宣传纪律,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 在

重大问题、 敏感问题、 热点问题上把好关、 把好度, 更加自觉主

动地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服务青年健康成长。

提高新闻宣传工作水平。 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

“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 勇于创新创造、 矢志艰苦奋斗、

锤炼高尚品格冶, 以及 “勤学、 修德、 明辨、 笃实冶 等重要要

求, 深入研究把握青年的思想逻辑, 及时掌握青年的思想动态,

把 “大道理冶 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 “小道理冶, 引导青年透过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理性全面的社会观察结论, 运用生动真

挚的笔触推动各类优秀青年典型走进普通青年。 要积极做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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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和深化共青团改革等全团重点

工作的报道, 不断增强报道内容和传播方式的亲和力、 感染力,

进而推动提升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

加强报刊内部自身建设。 要深入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和部署, 找准团属报刊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的关键所

在, 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模式, 打造面向未来

的现代传播体系。 要更加重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不断增强团

属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要加强队伍建设, 培养和拥有一批优

秀的采编人才、 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促进办报办刊水平不

断提升。

三、 进一步扩大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共青团杂

志等团属报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各级团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 “全团办, 为全团冶 的方针,

加强组织领导, 争取各方支持, 做好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

志、 中国共青团杂志等团属报刊的发行工作, 保持 2016 年度发

行数量稳定, 更广泛地覆盖和服务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 要坚

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报刊发行的各项规定, 不得将团属报刊

订阅情况与评比、 评优、 考核等挂钩。

抓好重点领域的征订发行工作。 要在抓好普遍征订的同时,

着力抓好机关、 学校、 企业、 部队等系统和青年聚集度高的重点

城市的征订发行工作, 铁道、 民航、 金融和中央企业等行业系统

要大力推进基层单位及营业网点的征订工作。 要巩固全国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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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班级团支部和 “青年文明号冶 集体、 青少年宫、 青年中心、

青少年维权岗的报刊订阅工作。 要按照团的宣传阵地紧跟组织建

设的要求, 结合近年来全团在乡镇 “大团委冶 建设、 “两新冶 组

织团建、 驻外团组织建设、 行业系统团建、 区域化团建等方面取

得的新进展, 做好跟进发行, 更好地服务于新建团组织和聚集在

其中的团员青年。

争取多方支持扩大征订赠订。 要按照 《关于团费交纳和管理

使用的规定》 等使用好订报订刊经费。 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 面

向缺少经费的基层团组织、 经济困难学生、 “西部计划冶 志愿

者、 大学生村官和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等青年群体赠订团属报

刊。 地市级以上团组织要积极向相关党政领导赠阅。 要积极争取

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支持, 把中国青年报等团

属报刊纳入当地公共文化项目。 经济较发达地区团组织要把赠阅

团属报刊作为支持中西部地区团组织的重要举措。

善于运用团属媒体推动工作、 服务青年。 团的各级领导机关

和广大团干部要注重通过学习阅读团属报刊, 及时了解全团工作

重要部署、 加强全团重点工作研究、 相互学习借鉴经验, 更好地

指导和推动工作。 团的基层组织要结合青年关注的社会现象、 社

会问题和思想上普遍存在的困惑, 通过开展读报讨论交流等活

动, 帮助广大团员青年释疑解惑, 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认识。

中国少年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报, 中华儿女杂志是全国

青联的机关刊。 各级团组织要和少先队、 青联组织一起, 做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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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少年报、 中华儿女杂志的发行工作, 充分发挥其在引导服务少

年儿童、 服务青联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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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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