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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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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

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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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

属媒体是共青团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阵地, 是青少年思想政治引

领的重要依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

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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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扩大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等团属媒

体的覆盖面, 进一步发挥好它们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促进

青年健康成长、 推动共青团工作中的作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在青少年

思想政治引领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团属媒体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的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提出的一系列

重要要求, 紧紧围绕党政工作大局、 全团重点工作、 青少年成长

需求, 积极宣传党的主张, 深入反映青年呼声, 全面报道共青团

改革成果, 唱响了主旋律, 传播了正能量, 对加强青少年思想政

治引领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媒体格局

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 传统媒体受到一定程度的冲

击, 但中国青年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 中国青年杂志作为团中央

机关刊, 对于宣传党的主张、 推动全团工作开展、 引导青年形成

正确的思想认识、 增强共青团影响力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各级团组织要从共青团工作全局的高度共同努力扩大中国青年

报、 中国青年杂志对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的覆盖。

二、 进一步办好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等团属报刊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等团属媒体要认真学习党对新闻

舆论工作的要求, 特别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座谈会和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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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奖、 长江韬奋新闻奖获奖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 新闻志向、 工作取向, 更好地服务大局,

服务青年。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团属媒体是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的组成部分,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遵循团结

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

时传播到广大青少年中, 将共青团的根本任务、 政治职责、 工作

主线贯穿于全部新闻报道之中, 充分反映青少年成长需求和良好

精神风貌, 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作斗争, 杜绝出现噪

音杂音。

要突出办报办刊的青年特色。 突出青年特色既是团属媒体的

定位要求, 也是团属媒体发展的实际需要。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

年杂志要适应媒体受众分众化、 差异化的趋势, 把广大青少年和

团员团干部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研究青年思想意识特点和阅读需

求, 研究共青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大胆创新理念、 内容、 体

裁、 形式、 方法、 手段、 业态、 体制、 机制, 增强报道的针对

性、 实效性和感染力, 为提升共青团影响力, 增强青年精神力量

发挥积极作用。

要加快改革发展。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要按照中央关

于媒体融合发展、 新闻出版单位改革的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落实

共青团改革的要求, 抢抓机遇, 主动改革。 要内容生产和渠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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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同步着力, 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动融合发展, 构建舆论引导

新格局。 要注重内部建设,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作风

优良的新闻工作队伍, 为报刊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 进一步扩大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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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切实措施, 做好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杂志

的发行工作, 支持它们努力保持 2017 年度发行数量稳定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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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订阅情况与工作考核、 评比评优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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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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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近年来全团在城乡区域化团建、 “两新冶 组织团

建、 驻外团组织建设、 行业系统团建、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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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团费收缴、 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精神使用好订报订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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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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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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阅读团属报刊作为及时了解全团工作部

署、 加强全团重点工作研究、 相互学习借鉴经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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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开展读报读刊讨论交流等活动, 帮助广大团员

青年释疑解惑, 形成正确积极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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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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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中国共青团杂志、 中国少年报、 中华儿女杂志的发行工

作, 充分发挥其在服务团干部、 少年儿童、 青联工作中的积极

作用。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6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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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