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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互联网企业团组织建设

巩固和扩大互联网行业党的青年群众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领域工作,
特别强调要发挥广大团员青年的作用, 引导广大团员将先进性体

现在互联网上, 积极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努力构建清朗网

络空间。 为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履行好为党育人的

职责使命, 近年来, 团中央联合中央网信办大力推进互联网企业

团建和青年工作, 统筹指导各地结合实际, 在加强互联网从业青

年的思想政治引领、 提升互联网企业团组织建设规范化水平和组

织活力上采取许多创新举措, 扩大了党在互联网领域的青年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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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凝聚了共建网络强国的青年力量。

一、 注重机制建设, 推动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常态化、 规范

化、 制度化

按照 “以训促建、 突出重点、 全面覆盖冶 的工作思路, 团

中央与中央网信办联合举办 5 期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推进培训

班, 召开专题座谈会, 加强对各地工作的统筹指导。 各地适应互

联网行业发展趋势, 通过制定规范文件、 建立协调机制、 增配工

作力量等举措, 构建起符合基层团建工作要求、 契合互联网企业

特点的工作机制, 为促进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

制度化提供了保障。 北京连续举办 10 余期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

培训班, 覆盖企业 200 余家, 培训团干部和青年骨干近两千人。

河南在省级和地市级建立互联网团建工作示范点, 在每个地市确

定 1 至 3 名团建工作指导员, 由各互联网企业指定团建工作负责

人共同推进团建工作。 辽宁推动各地市建立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

联席会议机制, 并将文化、 广电、 工商等部门纳入到联席会议,

共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 定期研究推进措施, 倒排进度, 推动工

作有序开展。

二、 坚持多措并举, 努力扩大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覆盖面

各地把已建立党组织的互联网企业、 全国百强互联网企业、

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等作为突破口, 采取 “党建

带动、 行业推动、 区域联动冶 等举措, 推动重点互联网企业普遍

建立团组织, 不断扩大团建的覆盖面。 上海积极推动在互联网企

业园区建设团组织, 搭建 “枢纽型冶 平台, 并鼓励不具备建团

条件的互联网企业, 依托园区团组织成立各类外围组织, 逐步开

展团的工作, 形成工作覆盖。 山东在互联网企业聚集区开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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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个联系点、 开展一次集中调研、 抓好一家示范企业、 举

办一次集中活动、 打造一项工作品牌冶 为主要内容的 “五个一冶

工作, 影响和带动驻区互联网小微企业实现 “组团式冶 建团。

重庆把互联网企业团建工作纳入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整体格局, 制

定共同推进互联网企业党建带团建备忘录, 在已建立党组织的互

联网企业实行团组织和团干部一步到位。 江苏深入实施 “磐石工

程冶, 坚持党、 团建设资源共享, 向互联网企业派驻团建指导员,

实行 “组织机构规范化、 制度建设标准化、 青年工作实效化、 评

先树优导向化、 ‘推优入党爷 质量化冶 的 “五化管理冶 等举措,

扎实推进团建工作。

三、 深化项目合作, 加强对互联网企业青年的联系和引领

各地通过引导互联网企业参与共青团的重点工作项目和活

动、 参与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建设等方式, 加强同互联网企业和从

业青年的联系交流, 推动企业团组织活跃。 河北注重发挥新媒体

协会延伸 “手臂冶 作用, 依托协会平台经常性开展对互联网企

业团建情况调查, 建立河北高校共青团新媒体联盟, 为互联网领

域师生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指导新媒体领域创新创业。 山西组织

互联网企业青年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等活动, 通过

联合举办主题论坛、 观摩交流、 策划推出主题产品等形式, 加强

同从业青年的联系。 江西结合全年重大主题, 通过开展网上团

日、 网络投票、 热点话题等线上活动, 深入了解青年在网上的思

想动态, 帮助解答思想困惑。 陕西引导本地影响力大、 青年聚集

度高的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团的主题活动, 并吸纳其成为团的工

作力量, 通过加强工作沟通、 协调解决实际问题等措施, 调动企

业加强团建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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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打造工作载体, 更好地服务青年成长、 助推企业发展

各地立足互联网从业青年特点和普遍性需求, 积极推出创新

创优、 技能竞赛、 志愿公益等一系列服务互联网企业和青年职工

的工作载体, 不断提升互联网企业团组织活力。 黑龙江积极指导

互联网企业结合青年职工需求, 开展 “青年文明号冶、 “青年突

击队冶 等活动, 并在 “青工大赛冶 中加入互联网实操专项技能

比武, 为青年员工岗位练兵、 磨炼本领提供平台。 浙江指导已建

团企业在内网、 微信群、 钉钉群增加团建板块, 嫁接 “亲青

筹冶、 “亲青恋冶、 “亲青帮冶、 “亲青创冶 四大服务平台, 为青年

职工提供助医助困、 婚恋交友、 权益维护、 创业创新等方面的服

务。 湖北推行 “团建+企业服务冶 工作模式, 充分利用高校毕业

生创业扶持计划、 “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冶、 “挑战杯冶 等品牌工

作, 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培训孵化、 运营指导、 大数据

分析等服务, 累计吸纳 159 家互联网企业参与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 广东自主开发建设 “智慧团建冶 团务管理平台、 “ i 志愿冶
志愿服务平台、 “广东青年之声冶 青年活动平台、 “易展翅冶 大

学生实习平台四大网上平台, 以让青年得福利、 企业得实惠为导

向, 与互联网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促进团的工作切入企业经营主

业, 帮助企业青年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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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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