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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5 月 18 日

编者按: 团十八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全团行动, 狠

抓落实。 抓落实要靠干实事。 近年来, 团北京市委围绕

“三力一度冶 工作布局, 把扶危济困、 精准解难作为服

务力建设的重要切入口, 精准化、 立体化、 项目化帮扶

困境青少年, 取得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把联系服务青

少年的基本职责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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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青团多管齐下

精准帮扶困境青少年健康成长

近年来, 团北京市委扎实推动实施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 按照团中央相关部署, 坚持 “志智双扶冶 思

路, 构建 “教育、 生活、 医疗、 法律、 心理和社会支持冶 六位

一体工作体系, 精准帮扶困境青少年, 累计实施市级示范项目 40

余个, 带动全市各区、 各街乡实施自主项目 7617 个, 直接帮扶

困境青少年 25 万余人次。

一、 强化保障, 稳住机制化推进的 “压舱石冶

1. 搭建政策框架, 明确工作对象。 与市民政局联合下发

《关于北京共青团助力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精准帮扶工作的实施

意见》, 将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 生活困难补助和特困人员供

养家庭中 25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列为帮扶对象, 随着工作的深入

推进, 进一步扩大至生活困难青少年、 残疾青少年、 留守儿童、

来京务工青年及其子女等。

2. 完善组织建设, 加强工作联动。 建立和完善 “市—区—

街道乡镇—社区冶 四级帮扶服务体系, 实现工作力量和工作资源

统一调度、 灵活配置。 组织一线工作人员参加专题培训, 提升开

展帮扶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 青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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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地带冶、 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 探索建设 “精准帮扶志愿

者冶、 “小 V 蜂志愿者冶 等特色工作队伍。

3. 严格责任落实, 优化工作流程。 将精准帮扶困境青少年

工作列入年度工作重点, 作为区级团组织年度考核重要指标, 每

月跟踪考察工作进展, 形成年初有计划、 年底有考核、 过程有监

督、 评价有反馈的工作闭环。 全市各区以平安建设考核机制为抓

手, 细化 “区—街道乡镇—社区冶 三级责任分工, 推动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

二、 调研摸底, 校正精准化帮扶的 “指南针冶

1. 联合开展排查, 摸准对象底数。 联合民政部门, 依托基

层团的工作力量和专业社工机构, 以入村、 进居、 到户的形式,

全面、 详实地排查全市困境青少年, 逐一建档立卡、 对接基层团

组织、 明确第一帮扶责任人, 形成数据库。 规范管理关于新增申

报、 退出减员、 督导记录等信息统计工作, 确保信息及时更新、

数据用准用活。

2. 组织系统调研, 找准突出需求。 组织专业力量, 对长期

或阶段性面临物质生活困境、 精神生活困境、 学业教育困境的在

校中小学生进行实证研究, 组织开展疫情期间全市 1. 8 万中小学

生心理状况及服务需求专项调研, 形成 《北京市困境青少年调研

报告》、 《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状况及服务需求调研报告》 等,

为精准施策提供精准指引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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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日常联系, 及时跟进推动。 各级团组织在做好保护

未成年人隐私的前提下, 与困境青少年及其家庭建立日常联系机

制, 通过问卷调查、 电话沟通、 走访慰问等多种形式, 跟进了解

帮扶对象的成长发展情况及对帮扶工作的反馈评价, 协调解决或

转介推动解决帮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及时分析报告困境

青少年群体的思想动态。

三、 分类施策, 打造个性化帮助的 “助推器冶

1. 积极兜底民生, 排忧解难助困。 针对家中有青少年的困

难家庭, 联合市住建委实施公租房直接专项配租试点项目, 2018

年共为 49 名符合条件的家庭解决了生活刚需。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 为 288 名低保重残青少年每人发放生活补贴 1000 元。 推动

“两节送温暖冶 等特殊节点帮扶活动常态化, 市级走访慰问年均

覆盖青少年 1000 余人次。

2. 服务成长发展, 促进社会融入。 推出 “帮你学冶 等服务

项目 1592 个, 组织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

志愿者提供常态化课业辅导, 累计覆盖 1. 9 万余人次。 推动困境

青年就业创业, 全市 536 个就业帮扶项目累计服务青年 6297 人

次。 开展 “激情冰雪, 相约冬奥冶、 “我和祖国共成长冶 等活动,

引导帮扶对象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增强社会融入感和自信心。

3. 守护身心健康, 保障合法权益。 依托 12355 青少年心理与

法律服务热线, 提供日常化、 专业化咨询服务, 疫情期间受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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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3378 个, 累计时长 66419 分钟。 创新开展 “健康守护冶 百千

万行动, 为困境青少年提供 “2. 0 版冶 心理健康服务。 针对疫情

期间中小学生心理状况和需求, 推出 “星光自护冶 百场心理健

康讲座进校园活动, 覆盖 13. 55 万人次, 满意率 100% 。

4. 个案精准帮扶, 持续深化服务。 在提供普适性心理咨询

服务的同时, 有计划地开展 “一对一冶 个案帮扶工作。 充分发

挥 “阳光地带冶 权益工作基层服务阵地作用, 持续关注困境青

少年迫切需求, 围绕亲子关系重建、 人际交往沟通、 朋辈群体融

入、 行为偏差纠正等方面开展个案服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累

计服务青少年 1369 名、 提供服务 8149 人次。

四、 拓展路径, 深挖社会化支持的 “蓄水池冶

1. 依托 “基金+冶 路径, 强化资源吸纳。 依托北京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开展 “希望工程低保重残帮扶行动冶 等各类捐助活动,

发挥各区希望工程工作站作用, 为困境青少年募集专项爱心款

项, 发放 “希望之星 1+1冶 奖学金、 “学子阳光冶 助学金等。 五

年来共募捐 2026 万余元、 帮扶 11000 余人次。

2. 巩固 “志愿+冶 路径, 提升服务实效。 充分发动高校、 青

联委员、 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 大力培育各区团属青少年服务志

愿团队, 长期实施 “爱心陪伴成长冶 等志愿服务项目, 牵动社

会化资源向困境青少年集中, 支持帮扶工作常态化开展。

3. 探索 “互联网+冶 路径, 创新帮扶机制。 发挥互联网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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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员方面的优势, 探索对社会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和精准配置。

比如, 团房山区委开设 “微心愿冶 爱心网店, 引导社会力量帮

助 370 名青少年完成心愿; 团密云区委研发微信小程序, 为困境

青少年自主发布需求提供了便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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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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