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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基层是共青团全部工作的基础, 深化团的

改革必须体现在基层组织的整体活跃上。 团十八大以

来, 全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树立大抓基层的

鲜明导向冶 的重要指示, 以县域共青团组织改革试点为

抓手, 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强化政治功能、 恢复社会功

能。 其中, 团江苏省委围绕 “工作项目化、 生存社会

化、 运行扁平化和干部来源多元化、 组织方式多样化、

引领动员网络化冶 改革目标, 坚持一体谋划部署改革,

坚持创新举措推动改革, 坚持落地见效深化改革, 探索

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县域共青团组织改革试点之路。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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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江苏省委 “三个坚持冶
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

自 2021 年开展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以来,

团江苏省委按照团中央统一部署, 认真履行省级团委相关责任,

围绕 “六个化冶 具体目标, 带动 25 个试点县 (市、 区) 花大气

力部署改革、 推动改革、 深化改革, 促使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

革试点在江苏全省范围落地生根, 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

一、 坚持一体谋划部署改革

第一时间成立团省委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 切实担起省级团委的总体责任。 锚定在县域强化政

治功能、 形成社会功能的基本目标, 针对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

革试点的重难点问题, 列出涵盖党建带团建队建纳入党委巡察、

县域改革纳入改革督查、 加强团教协作等在内的 18 项清单, 与

省委组织部、 省委巡视办、 省委改革办、 省委教育工委等部门接

洽。 召开 8 场专题指导会, 逐一审核试点县 (市、 区) 改革方案

出台及落实情况。 团省委书记会班子成员带队分赴 25 个试点县

(市、 区) 调研, 加强与地方党政领导面对面沟通交流, 推动试

点县 (市、 区) 全部成立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改革领

导小组, 全部制定改革实施方案并通过本级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审议后实施。

二、 坚持创新举措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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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形态多样化有新进展。 一是推进行业系统团建。 把

加强行业系统团建作为促进两新领域团建活跃的重要路径, 细化

出台江苏版 “行业系统团建工作指引冶, 积极借助行业主管部

门、 行业协会等力量, 聚焦建筑、 交通、 快递物流、 互联网等行

业领域, 指导新建县级行业团工委 22 家。 二是深化青年之家建

设。 明确分级分层的建设标准和工作要求, 划分出枢纽功能型、

联系服务型、 窗口单位型三个类别, 逐步构建 “十类服务项目、

百家 ‘旗舰店爷、 千名骨干管理员冶 的组织格局, 试点地区新建

“青年之家冶 179 个, 占全省新增比例的 43% 。 三是推动县域团

属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 出台星级评定管理办法, 提升团属青年

社会组织建设质量, 试点地区新增直接主导主办、 直接联系的青

年社会组织 1007 个, 带动一大批社会青年骨干直接面向青少年

开展工作。 四是大力建设网上青年社群。 试点地区普遍建立 “塔

群式冶 网上青年社群, 打造 “微冶 力十足、 影响广泛、 触手可

及的 “网上共青团冶, 实现网上青年社群的全域覆盖和分层动

员。 比如, 南京市鼓楼区 “三步走冶 建立团员青年三级微信塔

群, 覆盖团员青年 1. 6 万余人, 建立起紧急指令 “5 分钟直达冶

机制。

2. 基层力量多元化有新突破。 一是壮大团干部 “主筋骨冶。

对照 “七普冶 数据测算每名团干部服务 6 至 35 周岁常住青少年

数, 推动试点地区基层团组织增加专职团干部。 聚焦金融系统、

社会组织、 志愿者骨干等重点领域优秀青年, 选优配强挂职、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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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团干部, 力争实现挂兼职团干部与专职团干部数量 1 颐 1、 挂职

团干部与兼职团干部数量 1: 1 要求。 二是找准力量 “增长极冶。

指导试点地区就青少年事务社工、 青年工作干事等争取政策支持

和经费保障, 开展 “社区有我 青春报到冶 行动, 以项目化方式

推动 2068 名大学生团员骨干, 每人每周赴试点地区报到, 开展

不少于 2 小时的常态化服务和团务工作。 团南京市委每年争取市

级财政经费 200 万元, 用于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通过市、

区、 镇街三级经费保障, 确保全市 101 个镇街全部配备专职青少

年事务社工。 三是用好内在驱动 “激励棒冶。 探索构建 “选、

育、 管、 用冶 全链条团干部成长体系, 25 个试点县 (市、 区)

均建立分层分类岗位目标责任制, 实现团干部选用能进能出。 构

筑岗位激励、 薪酬激励、 职务职级激励、 发展激励的多维激励体

系, 关心关爱团干部成长发展。 新沂市出台 《全面加强全市共青

团干部队伍管理实施方案》, 实行 “2+1+X冶 考评管理体系, 根

据考核情况和工作成效向党委组织部门推荐 3 名优秀团干部。

3. 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有新延伸。 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

指导试点地区普遍性探索建立积分量化推荐机制, 制度化推动推

优入团、 推优入党, 建立党团队一体化培养模式。 完善推优入党

工作机制, 主动争取各地党委组织部门关心支持, 着力在推优标

准、 推优指标、 共同培育、 规范程序等关键环节上下功夫、 出实

招, 切实将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有效嵌入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工

作体系中, 真正承担起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的政治责任。 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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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出台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体系实施方案, 实施团员争先活动,

创新团员管理方式, 推动团员先进性情况可量化、 可评估、 可检

验, 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能否列入推优入党候选人的重要依据。 江

阴市实施 “345冶 党团队一体化全链条培养模式, 组织 3 个类型

红领巾争章活动, 抓实积分入团的 4 个步骤, 进行 5 个维度的综

合评价, 有效加强 “党团队衔接冶。

三、 坚持落地见效深化改革

1. 支持保障到位。 一是政策支持到位。 推动试点地区实现

“三个纳入冶 (团建队建纳入党建考核、 党建带团建队建纳入党

委巡察、 党建带团建队建纳入教育评价和教育督导) 100% 落实

到位。 指导各地出台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党建带团

建队建重点内容巡察工作清单等配套制度文件 127 份, 巩固基层

团组织改革成效。 二是力量配备到位。 25 个试点县 (市、 区)

团委及其基层团组织共增加专职团干部 115 人、 挂职团干部 382

人、 兼职团干部 1214 人, 青少年事务社工、 公益性岗位人员等

2185 人, 新成立 14 家事业单位或专业化工作机构, 有力充实基

层工作力量。 三是经费保障到位。 推动试点县 (市、 区) 团建

工作经费 100% 纳入党建经费整体计划, 在县级年度财政预算中

保障青年工作经费, 试点县 (市、 区) 2022 年工作经费平均增

幅超过 40% 。 县区、 镇街两级, 普遍按照 6 至 35 周岁常住青少

年人均每年 2 至 3 元的标准, 设青少年发展工作专项经费。 南京

市江北新区按照区本级常住青少年人均每年不低于 3 元、 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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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不低于 15 万元的标准保障工作经费, 2022 年团建工作经费

由 60 万元增长至 264 万元。

2. 作用发挥到位。 一是打造特色品牌。 遵循社会机理谋划

工作项目, 省、 市、 县一体化实施的 “梦想改造+冶 关爱计划,

建成 “梦想小屋冶 5543 间, 持续做好关爱 “后半篇文章冶, 被列

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团南京市江宁区委组织实施的 “71·

61冶 暖心工程, 被区委纳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重要项目, 推

动全区 446 名党员干部与困境青少年长期结对。 二是持续推动资

源配置社会化。 25 个试点县 (市、 区) 2021 年共筹措社会资金

2700 余万元、 社会物资价值 800 余万元, 较 2020 年大幅增加。

三是切实提升大局贡献度。 在 2021 年夏季, 南京、 扬州新冠疫

情发生后, 全省通过组织化、 社会化方式, 组织动员 22 万余名

团员青年 “向社区报到冶, 设立 4245 个团员先锋岗, 组建 4138

支青年突击队, 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贡献青春力量, 受到党政和

社会充分肯定。

3. 社会感知到位。 一是履职情况请青年 “议冶。 常态开展团

支部书记 “双述双评冶 工作, 每月抽取团员青年进行满意度调

查, 纳入年底对县 (市、 区) 的综合评估。 二是改革进展请青

年 “察冶。 实施 “青年观察员 冶 项目, 重点面向改革试点县

(市、 区), 组织青年代表直插基层, 以普通青年的身份参与基

层团组织的活动, 完成观察报告和各类问卷 2550 份, 相关成果

成为对基层改革项目落地和运行状况评价的重要依据。 三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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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请青年 “评冶。 通过问卷和第三方大规模电话抽查, 采集团

员青年对团组织工作的评价, 每月 “一对一冶 电话访谈不少于 1

万人, 推动基层团组织把青年是否满意作为工作的 “风向标冶

“晴雨表冶。 四是改革成果让社会 “知冶。 充分利用各级主流媒体

平台和团属宣传阵地资源, 挖掘改革中的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

试点县 (市、 区) 共发布改革动态宣传报道 620 余篇, 其中人民

日报、 央广网、 中国青年报等央媒报道 110 余篇, 全面呈现江苏

县域共青团改革的火热图景, 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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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省级团委主要

负责同志。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4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