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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团山西省委落实全团 “大抓基层冶 部署, 锚

定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基层团干部队

伍,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性, 抓住县乡村党组织换届有利

契机, 主动争取党委组织部门支持, 全面推动团组织换

届同步进行、 同步完成, 切实巩固和加强团的基层组织

建设, 有效提升团的组织力。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全

团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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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山西省委以 “四个坚持冶 全面推动

县乡村团组织与党组织换届同步完成

团山西省委将县乡村团组织换届工作作为强化全省团的基层

建设的重中之重, 按照 “坚持党的领导、 发扬基层民主、 严格用

人标准、 推动改革创新、 全面从严治团冶 的总体要求, 推动县乡

村团组织集中换届与县乡党政领导班子、 村 (社区) “两委冶 换

届同步推进、 同步完成。 截至 8 月底, 全省 117 个县 (市、 区)

和 1061 个乡镇全部召开团员代表大会, 选出了新一届团委领导

班子, 进一步加强了基层工作力量。

一、 坚持党建带团建, 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本次县乡村团组织换届工作的始

终, 主动向省委报告, 积极争取支持。 一是全省统筹协调。 在省

委的高度重视下, 争取省委组织部支持, 成立以团省委书记为组

长、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副组长, 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团省委

班子成员和省委组织部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团组织换届工作

领导组, 全程领导、 统一步调推进换届工作。 二是市县协同推

进。 根据本次换届工作总体安排, 将团组织换届与县乡村党组织

换届同部署、 同推进、 同考核。 市县两级成立由党委有关负责同

志任组长的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和机构, 主导制定县乡团委换届方

案, 主持召开换届工作动员部署会, 对换届工作全程领导、 全程

把关, 协调解决换届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三是及时请示报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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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党建带团建各项机制的基础上, 团山西省委按照团内请

示报告制度要求, 多次就换届组织程序、 人选要求等问题向团中

央请示汇报; 各地市级团委严格执行双重领导制度和团内请示报

告制度, 实时掌握县 (市、 区) 团干部配备、 培养、 转岗情况,

在换届工作中积极有为地发挥应有作用。

二、 坚持全省团组织 “一盘棋冶, 积极强化统筹指导

省市两级团委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和团中央对换届工作的要

求, 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成立换届工作专班, 精心组织、 强化指

导, 有力推动换届政策要求全面落实。 一是强化政策指引。 团省

委与省委组织部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县、 乡、 村三级团组织换届

工作的通知》, 明确指导思想、 工作原则、 时间安排、 政策依据

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要求; 编印下发 《共青团县 (市、 区) 委

员会换届工作指导手册》 和 《共青团乡镇委员会换届工作指导

手册》, 对换届流程、 操作范例、 人选条件、 时间节点等内容作

出详细规定。 二是深入调研指导。 团省委班子成员下到 11 个市、

26 个县 (市、 区) 调研指导, 与 3 名市委书记、 5 名市委副书

记、 4 名市委组织部部长座谈沟通, 协调推进团组织换届工作;

召开市县乡三个层面换届座谈会 18 场, 听取意见建议, 宣传政

策要求, 完善换届安排, 推动工作落实。 三是开展定期调度。 建

立县乡团委换届工作定期调度制度, 每周通报县乡团委换届进

度, 对进度慢的下发工作提示, 指导换届工作按节点推进, 同时

开展换届政策问题答疑, 协助解决各类换届问题 120 余件, 确保

—3—



换届工作标准一致、 行动统一。 四是同步推进改革。 市县两级团

委以换届为抓手, 在组织设置、 干部选配、 运行机制、 工作方式

等方面积极创新, 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落实。 县乡团委普遍建立主

要负责人述职考评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 乡 (镇) 团委书记全

部纳入县委组织部管理。 同时, 各团县 (市、 区) 委积极争取

党委支持, 推动落实县乡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会、 常委会制

度。 五是广泛凝聚共识。 深入传导工作信号, 紧扣 “三力一度冶

工作格局谋划未来五年工作, 对团组织、 团员队伍、 团干部队伍

建设和团组织作用发挥等作出全面部署。 县乡两级团委在起草工

作报告过程中, 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有效凝聚了高质量做好党的青

年工作的共识。 全省累计召开座谈会 1300 余场、 征求团员青年

意见 1. 5 万余条。 六是坚持依法依规。 坚持以 《团章》、 《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暂行规定》 等团内规章为遵循, 指导各地严格依法依规、 积极

稳妥开展选举。

三、 坚持抓好 “关键少数冶, 选好配强团委班子

深入落实党对共青团改革的要求, 立足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

根本政治定位, 把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团干部队伍作为重要目标,

结合全省团干部队伍建设实际, 对换届中团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

会职数, 县乡团委书记、 副书记人选基本条件, 团代会代表结构

等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团省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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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团干部的重要要求, 严格执行团干部协管制度, 向 11 个市

的市委分管领导同志及 117 个县 (市、 区) 的党委书记寄送

“支持团干部配备函冶, 进一步加强在团干部协管方面的沟通与

配合。 二是市县团委坚持 “两上两下冶, 与党委组织部门协商提

名人选, 积极推荐选用热爱共青团事业、 组织能力强、 个人素质

过硬、 在青年中有威信的年轻干部担任县乡团委书记。 三是加强

组织把关, 严格资格审查, 建议有关党委对不符合任职资格、 青

年呼声不高的人选予以取消提名, 确保选出来的团干部德配其

位、 才配其岗。 换届期间, 共推动有关党委取消县级团委书记提

名人选 10 名、 乡镇团委书记提名人选 15 名。

四、 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氛围

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总体要求, 扎实谋划推进全面从严治

团, 在换届过程中始终突出纪律教育和过程监督, 做到教育在

前、 警示在先、 预防到位。 一是严审人选资格。 建立人选资格联

审机制, 突出政治标准, 就提名人选充分征求组织、 纪检等部门

意见, 准确认定人选身份, 并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有

效避免失真失实和弄虚作假现象。 对政治上有问题、 损害国家和

人民利益、 品行不端、 道德败坏、 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坚决

不予提名。 二是畅通举报渠道。 团省委及各市县团委开通专门的

举报电话和信箱, 及时受理与团组织换届工作相关的各类举报,

坚决纠正、 妥善解决换届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三是开展专项

监督。 推动将县乡团组织换届纪律监督工作作为县乡领导班子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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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督导的重要内容, 联合各级纪委监委部门集中开展警示教育、

巡回督查、 现场督导等工作, 确保换届过程风清气正、 纪律

严明。

通过换届, 山西共青团干部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年龄、

学历、 工作经历等方面的情况有了较大改善, 县乡团委班子整体

功能得到提升、 组织活力有所增强。 一是政治素质得到加强。 团

县 (市、 区) 委班子成员全部为中共党员, 其中的 23. 19% 来自

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工作一线。 乡镇团委班子中的中共党员占

65% , 一批富有朝气、 素质过硬、 实践经历丰富、 在青年中有较

高威信的年轻干部走上团的基层工作岗位。 二是专挂兼全部配

齐。 换届后, 全省 117 个县 (市、 区) 共配备团县 (市、 区)

委书记及专职副书记 325 名、 挂职副书记 123 名、 兼职副书记

220 名, 班子配备率由换届前的 75. 21% 提升到 100% ; 乡镇团委

共配备团委书记 1061 名、 副书记 1924 名, 宣传委员、 组织委员

等 6218 名。 三是学历年龄 “一升一降冶。 换届后, 团县 (市、

区) 委新班子成员中,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635 名、 占比 95. 06% ,

比上届提高 50. 59% ; 平均年龄 29. 97 岁, 较上届下降 0. 67 岁。

乡镇团委新班子成员中, 大学本科以上 学 历 2601 名、 占 比

87. 14% , 比上届提高 14. 40% ; 平均年龄 28. 2 岁, 较上届下降

1. 8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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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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