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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坚持 “三个到一线冶

持续推动共青团改革部署落地见效

近年来, 团江苏省委在江苏省委和团中央的领导下, 始终瞄

准 “强三性、 去四化冶 改革目标, 着力提升 “三力一度冶, 坚持

面向基层、 青年为本, 坚持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 以 “三个到一

线冶 为工作牵引, 持续推动共青团改革中的重要部署和创新举措

落地见效。

一、 打破 “中梗阻冶, 信号传导到一线

针对改革信号在传递过程中出现衰减、 部分基层团组织对改

—1—



革精神把握不准, 落实工作 “有形无神冶 等问题, 坚持高位协

调、 上下联动, 积极推动改革信号 “一传到底冶、 改革蓝图 “一

绘到底冶, 努力让改革切实做到 “形神兼备冶。

1. 争取省委支持, 装上改革 “增压器冶。 定期向江苏省委汇

报江苏共青团改革进展情况, 积极争取支持, 形成党委领导、 各

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 推动江苏省委印发 《共青团江苏省委改革

实施方案》, 联合江苏省委改革办围绕 “团干部配备冶、 破解基

层 “四缺冶 等改革内容, 组建 11 个督导组对县 (市、 区) 共青

团改革方案落实情况进行调研。 今年 7 月, 江苏省委专门召开全

省群团改革再出发座谈会, 回顾总结 5 年来群团改革的成绩和经

验, 分析问题和不足, 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

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为江苏共青团改革再出发进

一步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2. 加强上下联动, 搭建协管 “直通车冶。 加强与市、 县级党

组织的沟通协调, 形成全省一盘棋、 共同促改革的良好局面。 面

向市一级, 联合江苏省委组织部、 省委教育工委制定 《江苏高校

党建带团建工作重点任务》, 扎实推进地市、 高校关注的 8 个方

面党建带团建目标, 不断增强高校团组织的生机和活力。 面向县

一级, 确定 11 个县 (市、 区) 团组织作为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

试点单位, 明确 43 个改革方向, 向试点地区党委寄送 《关于请

求支持改革工作的函》, 得到多地党委主要领导批示支持。 面向

镇村一级, 紧盯全省村、 社区 “两委冶 换届, 推动将 “提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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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两委爷 中年轻干部兼任共青团组织负责人冶 的政策表述

明确写入换届文件, 为镇村加强改革工作力量提供政策依据。 同

时, 定期编发宣传各地改革做法的 《江苏共青团信息》, 将改革

信号 “点对点冶 传递给全省各级党政领导, 积极营造关心支持

改革的浓厚氛围。

3. 建立激励机制, 激发基层 “内动力冶。 通过典型选树、 先

进表彰等方式, 切实发挥考核评奖的 “指挥棒冶 作用, 努力调

动基层 “谋改革冶、 “抓改革冶 的积极性。 在认真落实中央关于

反对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要求的基础上, 科学设计 《江苏设

区市、 县 (市、 区) 共青团工作考核方案》, 把过去难以衡量、

不显成绩、 容易忽视的改革中基础性、 源头性工作作为考核重

点。 从 2017 年起实施 “10100冶 创新创优工程, 省级层面每年推

出 10 个重点项目, 带动全省各级基层团组织承办领办 100 个左

右子项目, 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示范性、 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

基层创新创优项目。 更加注重实际运用, 相关考核结果和创新项

目排名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推动市、 县两级团组织围绕改

革真抓实干、 奋勇争先。

二、 啃下 “硬骨头冶, 资源配置到一线

聚焦改革中存在的上热下冷、 资源不均, 基层团组织不知

“改什么冶、 “怎么改冶、 “改到什么标准冶 等关键问题, 加强日常

持续跟踪和精准指导, 及时为基层导入相关支撑要素, 推动改革

举措落到 “神经末梢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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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立起来。 针对基层存在的推动改革标准不够清晰、

标准之间相互脱节等问题,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之间的

衔接, 层层分解改革目标, 建立涵盖团员、 团干部、 团组织等全

领域工作的 “标准链冶。 一是构建团员发展 “标准链冶, 实施

“双积双评冶 积分入团, 将两次积分累计和两次民主评议结果结

合起来, 推动 “入团积极分子冶、 “团的发展对象冶 的产生过程

更加规范。 二是做实团干部选配 “标准链冶, 下发规范地市、 高

校、 企业团组织换届和团干部协管工作文件, 向未能规范配备的

地区、 单位党组织寄送关于加强配备工作的函。 目前, 全省团的

领导机关干部和班子配备率均超 90% 。 三是打造团支部工作

“标准链冶, 出台团支部工作清单制度, 按照 “基础项+重点项+

特色项冶 思路, 针对 6 类团支部设计工作清单, 用 “一把尺子冶

统一度量、 统一规范, 让工作标准有章可循, 让基层对工作目标

一目了然。

2. 数据跑起来。 改变以会议汇报、 报送材料等行政工作方

式为主的做法, 更多通过 “智慧团建冶 系统、 “苏青 U+冶 和

“青年之家冶 云平台等载体直接监测和获取数据, 用数据 “把脉

会诊冶, 实现 “数据管团冶。 依托 “月通报冶、 “双月报冶 数据建

库, 及时比对分析、 掌握变化规律、 分析发展趋势。 一方面推动

数据库资源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 深入了解工作现状, 找准薄弱

环节, 开展科学决策; 另一方面每月围绕改革中的痛点、 难点问

题, 点对点给予精确指导。 去年以来, 共提取各类数据 6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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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各类团建数据分析表、 雷达图 160 余个, 有力推动了各地改

革举措的落实。

3. 干部沉下去。 大力破解团的机关干部联系服务青年不够

紧密、 基层 “四缺冶 现象依然突出等问题, 大力推进全省共青

团 “联青服务站冶 建设, 持续推动工作力量、 资源、 服务向基

层一线倾斜。 动员省、 市、 县、 乡四级 2024 名团干部就近就便

到居住或工作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 团 (工) 委报到建站, 全

年下沉到村 (社区) 一级不少于 20 天, 直接面向基层团干、 团

员青年开展工作。 按照 “主题活动 +常规动作冶 的要求, 建立

“一月一主题冶、 “一月一指导冶、 “一月一交流冶、 “一月一走访冶

的 “四个一冶 工作机制, 每名团干部均形成参与 1 件民生实事、

建立 1 间 “青年议事室冶、 引入 1 个青年社会组织、 解决 1 个基

层困难、 完成 1 篇 “联青日记冶 的 “五个一冶 成果。 同时, 团

省委机关在设区市建立 “联片挂点冶 调研制度, 书记室直接联

系 4 个片区, 机关各部门挂点 13 个设区市, 通过 “四不两直冶

方式下到基层, 努力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 及时提供面对面指导

帮助。

三、 念好 “三字经冶, 项目落地到一线

为防止 “改革空转冶、 “纸面功夫冶, 以及青年对改革的获得

感不强等问题, 创新实施 “双述双评冶、 “青年观察员冶、 “第三

方抽查冶 等项目, 通过青年 “议、 察、 评冶, 形成情况了解、 现

场检视、 直接评价的工作闭环, 倒逼改革项目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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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履职情况青年 “议冶。 制度化推进 “双述双评冶 工作,

组织团支部书记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述学、

围绕履职尽责情况述职, 组织上级团建指导员代表上级团组织对

团支部书记进行点评, 组织团员以无记名方式进行评议。 这项工

作每年开展 2 次, 实现全省基层团支部全覆盖。 通过团员评议、

团建指导员点评等方式, 让基层团员青年充分了解本级团组织推

动共青团改革的逻辑机理、 具体举措和工作项目, 倒逼团支部书

记更好履职尽责、 发挥作用。

2. 改革进展青年 “察冶。 连续 4 年实施 “青年观察员冶 项

目, 组织全省 822 名青年代表直插基层、 直奔一线, 以普通青年

的身份参与基层团组织工作,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 参与活动、 参

观调查、 电话访谈等形式, 广泛收集基层团组织推进改革的情

况。 项目实施以来, “青年观察员冶 已全面覆盖全省 13 个地市、

96 个县 (市、 区), 暗访 45 个省级以上园区开发区、 326 家青年

之家、 860 所中学, 提交 1445 条意见建议, 完成观察报告和各类

问卷 2550 份, 相关成果成为推动基层团组织改革项目落地和开

展运行状况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

3. 工作成效青年 “评冶。 聚焦广泛收集基层团员、 团干部对

团组织工作的真实评价, 着眼充分发挥电话抽查 “千里眼冶、

“顺风耳冶 的作用, 联合江苏省电信公司开展大规模电话抽查工

作, 每月一对一电话访谈不少于 1 万人, 对象涵盖学校、 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 村 (社区) 等领域的团员和团支部书记, 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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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全面、 客观、 真实地反映基层工作和改革的实际情况。 将电

话抽查满意度纳入市、 县 (市、 区) 共青团工作评价体系, 推

动基层团组织把青年是否满意作为工作的 “风向标冶 和 “晴雨

表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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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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