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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干部大

部分工作时间到群众中去的重要要求, 作为共青团改革

的一项标志性、 牵动性举措, 团中央自 2016 年 5 月起

面向全团部署开展了 “1+100冶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

作。 一年来, 在各级团组织的共同努力下, 全团共有

22. 9 万名团干部参与, 联系青年 1683 万名, 累计开展

活动 249. 2 万次, 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现对有关内容

进行梳理编发, 供全团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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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冶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

取得阶段性进展

“1+100冶, 即每名专职、 挂职团干部和县级 (含) 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兼职团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 100 名普通青年, 其

他兼职团干部联系不少于 10 名普通青年, 做好直接联系、 直接

服务、 直接引导工作。 这项工作是新形势下按照党中央要求深入

推进共青团改革的重大部署, 是共青团去除 “四化冶 现象的重

大举措, 是团的工作理念、 方式、 机制的重大转变, 是团干部应

当履行的基本职责、 完成的基本任务和工作中应当执行的基本制

度。 截至 2017 年 5 月, 全团共有 22. 9 万名团干部参与这项工作,

其中专职、 挂职团干部 8. 3 万名, 兼职团干部 14. 7 万名; 直接

联系青年 1683 万名, 累计开展活动 249. 2 万次。

一、 做法: 抓认识聚共识, 抓落实促嬗变

落实好这项制度, 难在扎扎实实迈出第一步和推动工作实现

常态化, 根子在推动团干部切实转变思想认识和工作方式。 为

此, 团中央重点开展了 3 个方面的工作。

1. 坚持高位推动, 形成思想共识。 把 “1+100冶 工作作为共

青团改革的标志性、 牵动性举措, 两次下发专题通知, 有针对性

地推出 《直接联系青年制度十问》 《直接联系青年制度参考路

径》 《一图读懂 “1+100冶 工作》 等辅导资料。 推动团的各级领

导机关干部带头落实有关任务要求, 推动班子成员率先做好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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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团课、 参加入团仪式等规定动作。 在 《中国青年报》 先后

发表 4 篇社论, 将有关内容纳入中宣部重点宣传计划, 在中央各

大媒体和各级团属媒体上开展集中宣传报道。 通过这些工作, 引

导和带动广大团干部深刻领会 “1+100冶 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现

路径, 把做好这项工作作为团干部的基本职责、 生活习惯和贴身

本领, 进而更加自觉、 更加主动地抓好落实。

2. 坚持机制牵动, 强化习惯养成。 以机制的建设和落实为

抓手, 要求省、 市、 县三级团的领导机关每季度集中开展不少于

5 次直接联系青年工作, 做到线上日常有声音、 有互动、 有话

题, 线下每季度有活动、 每年有面对面交流。 推动省、 市两级团

委组建直接面向基层指导工作的 “1+100冶 工作小组, 督促县级

团委机关干部每人联系若干基层团委书记, 通过分组推动、 互相

督促、 资源聚合, 有效促进面上工作的开展。 建立考核督导机

制, 依托数据管理系统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持续开展

季度通报、 半年评估、 年底考核; 组织开展面向所有省份的 “1

+100冶 工作综合督导, 逐一提出改进意见。

3. 活动带动, 促进整体活跃。 部署全团集中开展 “机关开

放日冶 和 “走进青年冶 活动, 全团 5400 家团组织参与, 邀请

27. 4 万名团员青年走进团的办公场所;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干部

集中开展 “走进青年冶 活动 6100 场, 参加团员青年超过 30 万

人。 开展 “最美青春故事冶 分享活动, 动员各级团组织通过分

享会、 演讲赛、 征文活动、 微视频比赛等形式, 在省、 市、 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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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别选树了一批基层团干部典型和青年典型, 形成团干部直接

联系、 服务、 引导青年的良好氛围。 开展 “1+100冶 团干部集中

服务青年月活动, 结合元旦、 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 推动各级团

组织针对青年迫切需求, 广泛开展了帮助农民工返乡、 困难帮

扶、 文体娱乐、 联谊交友等活动, 努力提升青年的获得感。

二、 成效: 牵一发动全身, 综合效应凸显

“1+100冶 是破解脱离青年突出问题的关键一招。 广大团干

部在实践当中普遍感到, 有了一大批常态化联系的小伙伴, 了解

基层情况和青年想法就能够比较准, 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就能够落

得比较实, 思想政治引领和服务青年工作就能够开展得比较贴

切。 具体体现在 3 个方面。

1. 密切了团组织与青年的联系。 通过落实 “1+100冶 工作,

团组织与青年之间建立起一个规模化的朋友圈, 通过团干部与青

年之间的交流互动, 进一步密切了团青关系, 一定程度上疏通了

联系青年的 “最后一公里冶。 比如, 宁夏石嘴山市燕子墩乡团委

副书记岳一聪, 依托县里的 “1+100冶 微信群主动对接身边的创

业青年、 考研青年, 在线下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积极条件, 成了

青年口中的 “领头雁冶 和 “实在人冶。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团委的卢鑫, 在 “1+100冶 平台上创办了 “卢老师微语话题冶

专栏, 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工作感悟相结合, 用学生容易理解

和便于接受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探索出一条 “微语+谈话冶 的

工作模式, 专栏的阅读量已经超过 1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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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了基层组织活力的提升。 目前全团普遍建立了 “五

个一冶 工作机制 (每季度开展至少一次机关开放活动、 一次共

青团与青年面对面活动、 一次集中志愿服务活动、 一次 “1 +

100冶 工作分享活动、 一次自主设计的联系青年的集体活动),

这些工作的开展, 进一步丰富了团干部的工作内容, 强化了与青

年之间的良性互动, 基层团组织的活力有了明显提升。 比如, 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公司团委书记李金龙, 制度性地把一线员工请到

公司团委来, 共同设计团的工作项目、 评价团的工作, 有效激发

了青年员工参与基层团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

团委副书记成果, 主动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 在 “1+100冶 平台

上免费直播音乐课程, 结合线下开展的各类乐器培训班, 把团委

活动中心打造成社区青年常来常往的 “青年之家冶。

3. 增强了思想政治引领的效果。 广大团干部以 “1+100冶 工

作为依托,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 面向广大

青年开展了数万场形式多样宣讲和交流活动, 努力把党中央对青

年的关怀传递到基层。 不少团干部还针对青年群体中较为集中的

思想困惑进行了有效回应, 引导青年更加全面、 理性地看待国家

发展和个人成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比如,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

电公司团委书记田宇翔, 在线上通过 “1+100冶 微信群回应青年

职工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线下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跟党走冶 主

题团日活动, 引导他们在讨论中了解真相、 明辨真理。 山东建筑

大学热能工程学院团委的杨菁, 定期梳理青年学生在 “1+100冶

—5—



平台上提出的共性问题, 组织思想教育领域的专业力量, 有针对

性地给予正面的答复和引导, 被学生们称赞为 “给力姐冶。

三、 打算: 树立三个导向, 实现三个转变

当前 “1+100冶 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比如, 团干部

直接联系青年的思想自觉还没有完全形成、 团干部服务青年的能

力仍显不足、 工作保障支持机制还需要完善、 青年的获得感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等。

下一步, 全团将积极推动 “1+100冶 工作实现从人员联系向

工作活跃的转变、 从活动交流向交友交心的转变、 从制度约束向

自觉行动的转变, 重点是落实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推动形成

“当团干部就要把 ‘1+100爷 做起来冶 的鲜明导向。 持续深化对

这项工作重要定位的认识, 不断提升团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 研究建立科学考核机制, 推动基层团组织把 “1+100冶 工作

开展情况作为团干部的考核评优的基础性条件。 二是推动形成

“联系服务引导工作要直达青年冶 的鲜明导向。 进一步加强顶层

设计, 把更多项目和资源直接投向基层。 打造全团统一的活动载

体, 推动团干部真正把大部分时间用到深入青年、 直接联系服务

引导青年的工作中去。 三是推动形成 “团干部的主阵地主战场在

基层冶 的鲜明导向。 全面落实 “五个一冶 工作机制、 团的领导

机关工作小组机制等制度性安排, 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 狠抓工

作落实, 力戒形式主义。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 积极营造各级团

干部扎根青年, 做青年友、 不做青年 “官冶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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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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