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团 要 讯
第 15 期

共青团中央 2021 年 9 月 9 日

揖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专刊之二铱

编者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

作的意见》 印发以来, 各省级团委积极争取党委支持,

认真推进贯彻落实工作。 截至目前, 北京、 河北、 山

西、 吉林、 湖北、 湖南、 广西、 重庆、 云南、 新疆等 10

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文件。 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对各

地推动出台实施方案、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细化关键工

作举措、 强化资源保障支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梳

理, 现分若干期编发专刊。 本期介绍各地细化关键举

措、 强化制度支撑的有关做法, 供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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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关键举措 强化制度支撑

进一步夯实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基础保障

北京、 河北、 山西、 吉林、 湖北、 湖南、 广西、 重庆、 云

南、 新疆等地在实施方案中, 主动结合地方实际细化 《意见》

提出的关键性举措, 着重在创新少先队员政治引领形式、 深化少

先队工作政策制度体系建设、 加强少先队工作条件保障和资源支

持等方面作出细化安排。

一、 丰富实践载体, 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

以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为目标, 充分挖掘本地资源, 突出地

方特色, 创新少先队员政治引领形式, 丰富少先队实践活动载

体, 努力提升育人实效。 比如, 北京市实施方案提出, 办好少年

先锋团校, 设立市、 区、 校三级 “首都少年先锋岗冶, 依托重大

活动服务保障机制, 组织动员少先队员参与国事活动、 国际交往

活动、 国家盛典, 擦亮 “红领巾爱首都冶 实践教育品牌。 河北

省实施方案提出, 引导少先队员学习弘扬西柏坡精神, 开展 “手

拉手———做好共产主义接班人冶 互助活动, 举办 “少年军校检

阅式冶、 “军事夏令营冶 等实践活动。 山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加

强对杰出领袖、 革命先烈、 改革先锋、 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等先

进人物事迹宣传, 开展 “寻访大国工匠冶、 “红领巾走进丰收季冶

等劳动实践教育。 吉林省实施方案提出, 开展 “时事新闻课冶、

“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冶 等活动, 打造 “吉林省少先队社会实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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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冶。 湖北省实施方案提出, 深化 “希望家园冶 等实践育人品牌

项目, 开展 “我是劳动小能手冶、 “我是环保小使者冶、 “红领巾

模拟法庭冶 等实践体验活动, 深入开展 “鄂博少年手拉手冶 活

动。 湖南 省 实 施 方 案 提 出, 持 续 开 展 “ 党 的 故 事 我 来 讲 冶、

“2035, 你在哪里冶 青少年主题对话等活动, 深化 “雷锋家乡学

雷锋冶 青少年志愿服务行动品牌, 开展 “争戴雷锋章、 争创雷

锋式中小队冶、 “红领巾一元捐冶 等特色活动。 广西自治区实施

方案提出, 大力开展公益性、 普惠性夏冬令营及少先队小骨干培

训班等红领巾假日活动, 持续开展 “追寻红色足迹冶、 “红领巾

护界碑冶 等活动, 与东盟国家少年儿童开展友好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 重庆市实施方案提出, 深入开展 “传承红岩精神 争做时代

新人冶、 “红领巾之声冶 等主题活动, 深入开展 “冬日阳光·温

暖你我冶 农村留守儿童新春关爱行动。 云南省实施方案提出, 全

面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持续开展 “从小学先

锋、 长大做先锋冶 主题教育活动, 加强与南亚东南亚、 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少年儿童的交流交往。 新疆自治区实施方案提出, 高

质量开展每月一次的全区统一少先队活动课, 深入开展 “结对

子冶、 “手拉手冶 活动, “民族团结一家亲冶 青少年融情夏 (冬)

令营、 周末营活动以及 “你来我家吃馓子、 我到你家吃月饼冶、

“我在城里 (农村) 有个家冶 活动等。

二、 加强经费保障, 优化少先队工作环境

着眼为少年儿童成长创造更好环境, 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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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少先队工作经费保障, 作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各地实施方案

中均明确提出, 少先队员首次佩戴的红领巾、 队徽徽章、 “红领

巾奖章冶 等由中小学校统一配发。 山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省、

市、 县三级少工委的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按照全省每名

少先队员每年不低于 3. 5 元的标准, 以省、 市、 县三级财政分别

承担 15% 、 30% 、 55% 的比例予以安排; 加快推进活动课程内容

建设, 加大 “红领巾书系冶 等活动课指导用书的研发推广, 纳

入学生教材用书予以保障。 湖南、 云南等地的实施方案提出, 鼓

励各级财政单列少先队工作预算, 未能单列的, 要在本级团委工

作预算中原则上按不低于 25% 的比例列支少先队工作经费, 各级

团组织团费支持少先队工作的比例不低于 20% 。 河北省实施方案

提出, 各级团组织团费支持少先队工作的比例从 10% 提高到

20% , 以中队为单位由学校负责统一订阅 《中国少年报》 等队

报队刊。 吉林、 湖北、 湖南、 重庆等地的实施方案提出, 各中小

学校公用经费中应包含或列支少先队工作经费。

三、 完善政策支持, 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

着眼增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优化成员结构, 重

点在落实政治待遇、 加强基本保障、 深化考核评价、 健全激励体

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比如, 重庆市实施方案提

出, 各区县在团委、 教育部门实行 “双总辅导员制冶, 由正式干

部担任。 新疆自治区实施方案提出, 建立健全辅导员准入和退出

机制, 学校辅导员岗位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北京市实施方案提

—4—



出, 构建市、 区、 校三级少先队辅导员 “青马工程冶 培养体系。

河北省实施方案提出, 将少先队辅导员、 市县少工委主任纳入团

干部培训、 “青马工程冶 等人才培养体系落实落细。 北京、 云南

等地的实施方案提出, 加大对辅导员参评职称的支持力度, 明确

单独设置少先队相关评审科目。 北京、 河北等地的实施方案提

出, 开展骨干辅导员、 辅导员带头人、 特级辅导员等级称号评

定, 落实学科同等待遇。 山西省实施方案提出, 将辅导员职业技

能大赛优胜者纳入劳动竞赛委员会记功范围。 湖北省实施方案提

出, 积极推荐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候

选人, 推荐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展示活动优秀选手参评湖北省

技术能手、 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 山西、 广西等地的实施方案提

出, 按照班主任岗位津贴标准设立辅导员岗位津贴, 相应核增学

校绩效工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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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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