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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级团组织着眼团的政治功能发挥

积极深化推优入党工作

共青团推优入党是我们党加强青年党员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

设计, 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对于保证党、

团、 队组织体系和政治链条相互衔接、 一脉相承, 为党源源不断

输送新鲜血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政治意义。 为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 更好发挥团组织育人功能, 有效助

力发展青年党员工作, 2019 年 8 月, 共青团中央印发 《共青团推

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 《办法》)。 《办法》

—1—



出台以来, 各地各级团组织围绕落实有关要求, 在进一步深化党

建带团建工作格局的同时, 注重正本清源, 立足自我奋斗, 积极

探索、 主动作为, 结合各自实际作出安排部署, 扎实推进相关工

作, 推动推优入党工作在全团呈现积极态势。 现选取部分地方和

系统的经验做法, 供全团学习借鉴。

一、 以试点工作为牵动, 探索推优入党标准化流程

团河北省委结合工作实际, 指导团唐山市委在全省率先示范

开展规范推优入党工作, 努力打造强化 “党团衔接冶 的河北经

验, 有效提升推优入党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

1. 坚持党建带团建, 强化 “推优冶 工作的制度保障。 团唐

山市委积极争取党委组织部门支持, 推动市委组织部与团市委联

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

见》, 围绕更好实现团组织 “为党育人冶 的功能发挥, 明晰工作

思路, 规范操作流程, 强化组织保障, 提出具体举措。

2. 优化工作流程, 夯实团组织的作用发挥。 探索形成 “3+1

+1冶 的工作思路, 分阶段强化团员培养教育, 将团组织作用融

入 “推优冶 工作各环节。 “3冶 是指团员提出入党申请前, 团支

部要开展 1 次理想信念教育、 举办 1 场统一考试、 进行 1 次团员

教育评议; “1冶 是指团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被列为党的发展

对象前, 团支部要协助党组织进行 1 次集中培训; 最后一个 “1冶

是指团员被列为党的发展对象后成为预备党员前, 团支部要协助

党组织安排本人结合学习心得讲 1 堂主题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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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督促落实, 确保工作举措落地见效。 通过印发 《加

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实施意见》, 开

展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 “集中攻坚月冶 行动, 编印 《唐山共

青团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资料汇编》 等举措, 不断加强基层团组

织自身建设, 为 “推优冶 工作打牢坚实基础。 同时以开展共青

团改革再出发集中调研行动和团的基层建设调研工作等为契机,

深入乡街、 社区、 村、 企业、 学校等基层团组织, 督导各级团组

织以实际举措抓好 “推优冶 工作, 全市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逐

步走向制度化、 规范化。

二、 以高校为重点, 巩固夯实推优入党工作主阵地

团重庆市委紧紧抓住高校这个 “推优冶 工作的主阵地, 严

把入团关口、 规范入团程序、 强化团员培养教育和日常管理, 以

扎实履行团的育人功能助力高校发展青年党员工作。

1. 强化顶层设计, 抓实制度建设。 去年 9 月, 团市委联合

市委教育工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团员青年大学生作

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通知》, 对高校 “推优冶 工作的各级职责、

工作重点等作了进一步明确。

2. 注重教育培训, 抓实队伍建设。 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关

键少数, 不断在提升工作力量专业性和发展对象先进性上下功

夫, 争取市委组织部支持, 连续两年开展以高校团委推优入党工

作人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为参训对象的高校推优入党专题培训班,

累计划拨经费 60 万元, 培训骨干 150 余人次。 依托市级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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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培训班、 团干部上讲台等工作, 深度嵌入 “推优冶 工作相

关内容, 有效提升各级团干部对 “推优冶 工作的重视程度和业

务能力。

3. 加强工作指导, 抓实目标考核。 为加强对高校 “推优冶

工作的指导, 团市委将高校团组织开展 “推优冶 工作情况纳入

工作考核体系, 有力推动了 “推优冶 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联

合市委教育工委, 成立重庆市学校共青团 (少先队) 工作指导

委员会, 建立常态化团教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对全市学校共青团

工作的检查督导。 结合团市委直接联系高校机制, 抓好 “推优冶

工作的日常检查推动。

三、 以非公企业为切入, 提升推优入党工作覆盖面

团安徽省委将 “推优冶 工作作为团建促党建的重要途径,

积极争取省委组织部、 省委非公工委支持, 在 4 个省辖市联合部

署开展 “以党建带团建、 提升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两个覆盖爷

质量冶 试点工作, 在已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 认真落实 “两

个一般、 两个主要冶 要求, 持续规范团组织推优入党工作; 在尚

未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 及时发现培养团员青年中的优秀分

子, 加大团组织推优入党力度。

1. 争取支持, 持续提升试点成效。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相

关团市委主动向市委组织部、 市委非公工委等部门争取将团组织

推优入党名额予以单列。 团省委召开试点工作推进会, 联合省委

非公工委办公室分别赴 4 个试点城市开展 “党建带团建 、 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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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党建冶 工作调研, 先后召开非公企业出资人和社会组织负责人

座谈会、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团组织负责人座谈会、 党建工作

指导员座谈会, 不断强化工作信号、 完善工作机制。

2. 统一认识, 持续规范 “推优冶 流程。 团省委通过组织全

省基层团组织建设专题培训班、 非公企业团建高级研修班等途

径, 加强业务培训和政策指导, 指导全省各级团组织进一步吃透

有关政策、 强化思想认识、 规范工作程序。 此外, 以召开全省基

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和全省团的基层建设重点工作推

进会为契机, 专门就推优入党工作进行专题部署、 强化督促

落实。

3. 实地指导, 逐步深化 “推优冶 工作。 工作开展过程中,

团省委认真履行领导责任, 利用赴基层调研等契机, 实地查看并

指导各地推优入党工作。 并部署组建若干分片交流小组, 深入基

层团组织开展分片交流活动, 相互查短板、 促整改、 学经验、 助

提升。

四、 以 “红领新青年冶 培育工程为抓手, 推动乡镇推优入

党工作

团浙江金华武义县委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 直面乡村

青年人才短缺、 团支部作用薄弱、 青年党员少的问题, 实施 “红

领新青年冶 培育工程, 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推优入党工作

机制。

1. 建立标准工作流程。 与组织部门建立会商机制, 将共青

—5—



团推优入党工作列入党建带团建工作的考核范畴, 明确推优入党

的程序以及党、 团组织在 “推优冶 工作中的各自职责任务, 探

索形成了 “荐才—培育—推优冶 的 “推优冶 工作流程, 即: 村

级团支部推荐青年人才—乡镇团委初审上报— “红领新青年培训

班冶 统一培训—县乡两级共同培养—乡镇团委向村级党支部推荐

入党积极分子 (发展对象) 的 “推优冶 工作流程。 县委组织部

为全县的红领新青年群体每年单列了 50 名左右的入党指标, 保

证优秀团员和优秀青年能及时发展为党员。

2. 加强管理培育。 “红领新青年冶 培训班分为 “新晋冶、

“提升冶、 “菁英冶 三类班次进行系统培养。 培训课程以党性教育

为总领、 多元发展为导向, 设有党务村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

务、 农业项目等多个类别, 由学员按需自主选择, 红领新青年通

过创业干事承诺、 认领工作项目、 选派工作组等方式, 积极参与

青创农场、 治水拆违、 美丽乡村建设、 旧城改造、 “最多跑一

次冶 改革、 三城同创等中心工作, 成为广大青年的表率。

3. 实行量化评价机制。 以团员 “三亮三比冶 积分制为基层

推荐的主要依据, 制定评分细则, 以积分制的形式量化团员的现

实表现, 向上级团组织推荐年度优秀团员和青年人选。 出台武义

县红领新青年积分管理办法, 由乡镇街道团 (工) 委组织实施,

实行季度通报、 年度考核, 根据积分高低确定考核档次, 优秀的

红领新青年直接列入该年度团组织 “推优冶 名单。 2019 年度,

34 名考核优秀的红领新青年被列入团组织 “推优冶 名单,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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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或预备党员。

五、 以 “1+2+3冶 模式为依托, 做实推优入党工作

南方电网公司各级团组织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和好中选优

的原则, 采取 “1+2+3冶 模式扎实开展推优入党工作, 2019 年优

秀团员青年经团组织推优入党比例达 100% 。

1. 建立一个工作机制。 联合党委组织部门, 建立党支部、

团支部联合培养工作机制, 明确团支部书记作为党建助手, 配合

所在党支部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 考察、 “推优冶 等

工作。

2. 明确两项必备条件。 把自觉接受理想信念教育、 自觉参

与志愿服务实践作为推优入党人选的两项必备条件。 依托南方电

网公司各级团组织开展的 “青马工程冶 学习积分和 “志愿服务冶

时长积分等工作机制, 使人选条件可量化、 可考核、 可评价。

3. 细化一个标准, 形成一套流程, 建立一个清单库。 为提

升 “推优冶 工作规范性, 将 “推优冶 对象和 “推优冶 条件表单

化, 形成条件清晰、 操作便捷的 “推优冶 标准表单; 将 “推优

工作程序冶 梳理成简单易懂、 方便操作的流程图; 将符合 “推

优冶 标准的团员青年逐一甄别建立 “推优冶 对象清单库, 确保

符合条件的团员青年能及时得到推荐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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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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