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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激发共青团基层组织活力

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 是创新团的基层组织形态、 充

实团的基层组织功能、 提升共青团 “三力一度冶 的重要探索。

今年以来, 全团坚持 “以我为主、 立足基层、 突出功能、 重在活

力、 规范管理冶, 集中力量推进县域志愿服务、 创业就业、 文艺

体育等三类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 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和工作呈

现新气象。

一、 团的基层组织格局得到优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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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全团已建成三类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7300 余家,

个人会员数量 561 万人, 团体会员数量 46. 7 万个, 覆盖青年超

过 2085 万人, 区县团委普遍都有了 2 至 3 个紧密联系的团属青年

社会组织, 县域内初步形成基层团组织、 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和青

年之家有机协同的基层组织体系, 团的基层组织规模、 覆盖面进

一步拓展优化。

1. 规范组织建设。 各地积极指导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制定或

完善组织章程, 明确目标定位和工作宗旨, 推动符合条件的团属

青年社会组织登记注册。 组织的规范建设带来活跃度提升, 平均

每个组织每 1 至 2 个月至少举办 1 场活动的省份超九成。 四川团

省委提出 “有组织、 有阵地、 有队伍、 有活动冶 的 “四有原

则冶, 将队伍建设、 活动开展、 作用发挥作为衡量组织建设质量

的重要标准。 贵州团省委联合省社会组织管理局专门下发通知,

建立工作机制, 推动做好青年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 明确了团

委对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职能。

2. 发挥纽带作用。 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有效推动了共青

团同青年社会组织关系的转变, 成为共青团联系、 服务、 引领青

年和其他社会青年组织的纽带和 “二传手冶。 重庆团市委发起成

立市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议, 通过自荐、 招募、 邀约等方式, 将

全市最具影响力的 119 家青年社会组织吸纳入会, 通过民主议

事、 能力建设、 战略指导、 行业自律、 资源共享等方式, 为全市

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个资源整合、 交流互助、 协作发展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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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江苏团省委在区县打造 103 家 “众益空间冶, 为青年社会组

织提供组织治理、 财务管理、 法律咨询等 “一站式冶 服务; 在

乡镇、 街道建设 501 家 “益工坊冶, 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入驻服务,

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实现了社会服务供给的集聚效应。

3. 健全工作机制。 各级团组织积极适应青年社会组织发展

运行规律, 通过建立协调机制、 增配工作力量、 常态化调研督导

等举措, 构建起既符合基层工作实际、 又契合青年社会组织特点

的工作机制。 河北团省委建立省、 市、 县三级团委联动机制, 按

照 “一人一地市冶 分包原则, 将团省委相关负责同志派驻各地

市直面基层答疑解惑、 解决问题, 使三级团干部都成为组织建设

的 “明白人冶。 江苏团省委实施团干部 “1+N冶 联系制度, 由 1

名专职团干部常态化联系多名团属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密切关注

发展动态, 主动解决发展问题。 湖南团省委根据市州统计情况,

建立周台账制度, 深入了解推进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对工作

推进缓慢的市州进行重点辅导, 靠前督促落实。

二、 团的基层组织活力得到活跃提升

全团普遍把提升组织活力作为着力点, 积极探索促进团属青

年社会组织活跃发展的路径载体, 激发组织运行内在动力, 使组

织 “建起来冶 更 “活起来冶。

1. 将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纳入团的工作体系。 在 “创青

春冶、 志愿服务、 生态环保等活动中, 赋予青年社会组织开展工

作的能力和资格, 采取与共青团工作协同推进、 与 “青年之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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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等方式, 积极为所属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场地、 经

费、 项目等方面支持。 山东团省委组织引导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团组织开展的 “希望小屋冶、 “金晖助老冶、 “牵手关

爱冶 等帮扶关爱行动, 探索团组织牵头主导、 社会资源充分整

合、 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的模式。 浙江团省委将重点扶持具备承担

政府购买服务和青少年事务能力或潜力的公益类青年社会组织纳

入工作规划。 江西团省委将 “七彩假期冶、 “关爱行动冶、 “阳光

助残冶 等品牌项目全部下沉至县一级, 通过项目带动扶持县域团

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 实现基层团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深

度融合、 相互促进。

2. 支持社会化、 多样化运行机制。 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搭建推广展示平台等载体, 指导

青年社会组织建立协商化、 柔性化的运行模式, 拓展社会化、 多

元化的资源筹措渠道, 不断提升组织自我造血能力和运行活力。

内蒙古团区委依托自治区及各盟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与县

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签订 “云冶 入驻协议, 为其提供组织管理、

民政注册、 业务培训、 项目优化管理、 党建团建、 工作指导等服

务。 苏州团市委以青年公益组织孵化园为平台, 形成涵盖 8 个关

键点的 “一条龙冶 培育服务基础模式, 培育 3 家示范性县域青年

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为近 50 家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交流共享平台,

共享全市 25 家团属服务阵地资源。

3. 探索信息化、 网络化联系服务模式。 将网络新媒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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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的重要依托, 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 搭

建联系服务团属青年社会组织的信息化工作矩阵。 团中央开发建

设 “团聚伙伴冶 青年社会组织信息服务平台, 建立全团青年社

会组织信息数据库, 通过 “一站式冶 信息统计、 展示查询、 数

据分析、 信息发布、 效果评价等功能, 精准掌握各地团属青年社

会组织建设发展成效, 为各级团组织构建起指导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建设的信息网。 目前, 全团在省、 市、 县三级已建成的团属青

年社会组织均已入驻该平台, 各地建设情况实时共享, 实现了工

作可预期、 可描述、 可度量。

三、 团的基层组织功能得到有效拓展

积极推动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与基层团组织功能互补协同, 以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为重点, 提升团的服务能力, 拓展团的基层组

织功能。

1. 突出政治功能。 各地普遍把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作为

基层团组织引领和凝聚各领域青年的重要载体。 一是加强思想引

领。 在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中同步开展团建工作, 以 “青

年大学习冶 为抓手, 广泛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灵活生动地开展团的组织生活和宣传教育活动, 切实发

挥对各类组织和广大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 湖北团省委制定 《湖

北省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指导手册》, 对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

团工作加强指导, 明确 5 类必建清单, 制定责任清单和目标任

务。 二是做好政治吸纳。 将优秀青年社会组织骨干纳入各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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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表彰活动, 全国累计有 3000 余名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主

要负责人担任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团代表、 青联委员

或挂兼职团干部。 在此基础上开展 “伙伴讲堂冶 2000 余场次,

遴选信念坚定、 立足基层、 甘于奉献的青年社会组织骨干讲述自

己的 “伙伴故事冶, 直接覆盖青年 15 万人次, 通过网络直播等形

式影响青年超过千万人次。

2. 突出育人功能。 把培育坚定可靠的骨干人才队伍作为组

织建设的重要一环, 推动全团将青年社会组织骨干纳入共青团人

才培养体系, 分层分类开展培训, 积极培养政治可靠、 熟悉社会

组织运行规律、 具有较强青年凝聚力的骨干人才。 团中央联合民

政部等 10 部委在全国开设了 “青马工程冶 社会组织班, 设计开

发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建设专题课程, 对组织骨干开展常态化培

训。 河南团省委实施抗疫成果巩固转化百日会战行动, 在积极挖

掘联系青年典型基础上, 以县为单位建立本地青年人才库, 发挥

优秀青年典型的辐射力, 重点围绕志愿服务、 创业就业、 文艺体

育等领域组建组织。 上海将青年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纳入 “上海

市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冶, 依托上海团校成立了青年公益人才学院,

成为各青年社会组织交流分享、 展示风采的舞台。

3. 突出服务大局功能。 全团将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作为动员

广大青年在社会领域发挥生力军作用的重要载体, 引导支持各类

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充分融入团的工作, 在服务大局中贡献力

量、 彰显价值。 一是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 团中央以 “伙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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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冶 为牵动, 遴选 22 个省份 100 家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面

向全国 100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青少年开展学业辅导、 亲情

陪伴、 社会融入等公益性服务项目, 直接服务搬迁青少年 18. 2

万人, 示范带动各级团组织实施地方项目 693 个, 覆盖搬迁青少

年约 73 万人, 涉及安置社区群众 446. 5 万人。 广西团区委推动

33 个国家级和深度贫困县全部规范化建立青年创业组织, 持续

开展 “千校万岗冶 以及 “青创 10 万+冶 等重点项目。 江西团省

委在全省打造层级化的青创组织体系, 指导各市、 县青创社会组

织开展赛事、 孵化、 培训等工作, 服务带动贫困地区青年创业就

业。 二是参与基层社区治理。 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设立项目

资金、 补贴活动经费等方式, 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 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团市委开展青年社会组

织 “走进社区冶 系列活动, 从公共空间整新、 业主沟通、 制度

改革等多角度着手, 解决社区治理的难点、 痛点问题。 辽宁鞍山

团市委建立青年社会组织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站, 形成心理咨

询、 法律援助、 纠纷化解、 关爱留守儿童等 8 大服务版块, 为每

个社区配置专属志愿者联络员, 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搭建平台。

三是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 各地支持引导县域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发挥自身优势, 围绕青少年身心健康、 就业创业、 婚恋交友、 社

会融入、 权益维护等方面, 设计实施服务项目, 促进青少年成长

发展。 海南团省委在全省开展 “主动找青年、 青年进组织冶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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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动员和吸纳乡村社区优秀青年加入组织、 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 实现社会组织与团的工作融合式推进。 山东枣庄团市委推动

在山亭等区县建立团属青年创业联合会, 搭建乡村青年创业人才

聚集平台, 动员在外青年人才回乡创业, 在政策支持、 资金周

转、 项目落地等方面建立跨部门全程跟踪帮扶机制, 助力其成为

乡村振兴 “领头雁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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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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