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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4 月 25 日

编者按: 主动为党分忧、 担当尽责, 是共青团作为

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重要职责。 近两个月来, 多地爆发

本土聚集性疫情, 形势十分严峻。 各级团组织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重要决策, 落实团

中央书记处具体部署, 闻令而动、 迅速行动, 组建青年

突击队、 青年志愿服务队, 筹措社会资源、 做好宣传引

导, 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踊跃投身疫情防控战, 成为当地

疫情防控 “一盘棋冶 中的一支可靠力量。 在急难险重

任务面前挺身而出, 用实际行动彰显组织价值, 是新时

代共青团应有的政治本色。 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编发, 供

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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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团组织闻令而动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战

近段时间, 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 面广、 频发的特

点, 疫情防控任务十分艰巨。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要指

示精神, 在各级党委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 各级共青

团组织闻令而动、 积极请战, 广泛动员团员青年投身抗疫、 贡献

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 3 月初本轮疫情爆发以来, 相关地区团组

织共组建青年突击队 8. 4 万余支、 组织动员 260 余万名青年突击

队员和青年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在各类急难险重任务中展现出

新时代团员青年的担当作为。

一、 建设科学化机制, 主动 “备考冶 更充分

3 月 17 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后, 团中央迅速召开

书记处会议、 直属机关部署会、 省级团委书记电视电话会, 专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重要要求, 就各级团组织主

动投身疫情防控作出专题部署。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团委

贯彻中央精神, 落实全团安排, 在常态化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基础

上, 健全完善上通下达的信息传导机制, 迅速投入应急响应。 上

海、 天津、 吉林等省份启动应急预案, 统筹各级团组织工作力量

和资源下沉基层、 提供指导。 广东、 山东、 四川等省份部署本土

疫情发生地的团组织第一时间向党委、 指挥部报到, 主动领任

务、 挑担子, 融入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指导市级团委建立疫情防

控日报制度, 做到有效调度、 有机统筹。 云南建立全省各级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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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联动机制, 强化组织、 人员、 保障、 宣传联动, 形成工作

合力。

二、 开展广泛性动员, 积极 “迎战冶 更迅速

各地团组织充分依托组织化动员优势、 社会化动员经验和网

络化动员特色, 发挥基层团组织、 团员、 团干部和青年工作骨干

的带头作用, 带动各领域青年充实壮大防控工作力量, 在关键时

刻拉得出、 冲得上。

一是组建青年突击队冲锋在前。 擦亮工作品牌, 充分发挥青

年突击队拉动快、 成建制、 专业化等优势, 成为组织动员团员青

年冲锋在前的基本载体。 上海各区、 高校、 国资等大口行业组建

青年突击队 2525 支、 7. 7 万人投入防疫一线打硬仗、 扛硬活。 天

津组建 3 千余支青年突击队, 3 万余名突击队员奋战在医疗救护、

交通运输、 物资生产、 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 广东深圳在一周时

间内发动市直机关、 驻地央企、 国企组成 1300 余支突击队、 3. 6

万余人, 由团市委集中整编, 有序进入封控管控区域工作, 得到

党委和政府充分肯定。 各地在建设方舱医院、 隔离点等任务中,

普遍建立建筑、 电力、 通讯等行业青年突击队并建起临时团支

部, 将团组织的战斗堡垒筑在了疫情防控最前沿。

二是动员青年志愿者坚守一线。 广泛发出动员令、 倡议书,

发扬志愿服务精神, 动员青年就近就便参与志愿服务。 上海第一

时间向广大团员和青少年发出倡议书, 向高校发出进一步发挥高

校团学组织作用的工作指引, 向社区青年发出互助关爱倡议,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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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广大团员青年行动起来。 全市各区、 高校团组织和青年志愿服

务组织共招募青年志愿者 12. 9 万余名, 累计上岗 41. 9 万余人

次。 吉林按照 “精准招募、 就近服务、 减少流动冶 原则, 以县

区、 街道为单位, 广泛动员团员青年就地就便向社区报到、 开展

志愿服务, 累计上岗 3. 6 万人次。 内蒙古呼和浩特累计组织志愿

者 5. 5 万人次参与秩序引导、 社区登记、 入户排查等工作, 覆盖

全市 95% 以上社区、 嘎查村。 上海、 广东深圳、 浙江嘉兴等地加

强与互联网行业及企业团组织的联动, 发挥从业青年多、 工作时

间和地点灵活、 岗位影响力广等优势, 积极组建抗疫青年志愿服

务队, 在物资配送、 社区流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引导高校团学工作力量成为骨干。 针对部分高校封闭管

理、 常态化开展核酸检测等情况, 高校共青团组织动员团学工作

力量成为校内疫情防控的骨干。 复旦大学团委组织 2487 人次投

身志愿服务, 其中 243 名志愿者线上陪伴 276 名抗疫一线工作者

居家子女。 吉林大学等各高校成立 “青马突击队冶、 团学服务队

381 支, 4. 7 万名骨干参与, 指导组建隔离管控点临时团支部

1000 余个, 在物资搬运配送、 核酸检测组织、 服务困难诉求、 安

抚学生情绪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云南组织学生骨干在校内配合

社区进行电话核查, 宣传最新疫情防控要求; 组织部分医学类别

高校发挥专业优势, 有序投身属地疫情防控。

三、 筹措社会化资源, 认真 “答卷冶 更从容

各地注重发挥共青团主导的青年组织体系优势, 依托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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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企协、 青志协、 青基会等力量, 充分发挥青年之家的阵地作

用, 主动摸排抗疫经费、 物资需求,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多渠道筹

集资源。 上海发起 “青春战疫, 希望暖心冶 困境青少年帮扶行

动, 摸排确认 3200 余个困境未成年人家庭, 筹措包含 20 余件物

资的 “四合一冶 爱心礼包, 组成一百余人的配送突击队开展接

力打通帮扶 “最后一百米冶, 确保爱心及时精准到户到人。 动员

青企协会员单位发挥资源渠道优势, 捐赠防护服、 医用口罩、 饮

用水等约 150 万件防疫及生活物资。 广东开展支援香港抗疫紧急

行动, 募集价值超 1500 万元的物资驰援香港。 北京、 天津、 山

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贵州、 陕

西等地发起 “抗击疫情, 希望同行冶 等特别行动, 募集医疗用

品、 急需药品、 快餐食品等款物共计近亿元。 云南各级团组织累

计募捐 3000 余万元, 募集医用口罩、 防护手套等医疗物资 135

万余件 (套), 方便面、 矿泉水等生活物资 157 万余箱 (件),

下拨特殊团费 420 余万元。 此外, 各地注重线上线下有针对性地

面向青少年开展心理和生活援助。 上海采用 “云陪伴+兴趣课程

+自护辅导冶 模式, 开办关心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子女的 “战疫云

托班冶。 吉林针对隔离管控点开展心理疏导类活动 280 场、 覆盖

8. 4 万人次。 天津公布专业心理咨询师电话提供直接服务, 组织

专业教师提供线上艺术课程。 辽宁、 安徽、 湖南、 重庆、 贵州、

陕西、 甘肃、 新疆等地充分利用 12355 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 推

出疫情防控 “微讲堂冶、 防疫心理推文等, 帮助青少年缓解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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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身心压力。

四、 进行针对性引导, 激发 “斗志冶 更坚定

各级团组织发挥共青团新媒体矩阵优势, 积极参与做好网上

宣传工作,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制作抗疫宣传产品,

及时准确发布各地疫情进展和防控举措, 宣传解读 “动态清零冶

等方针政策措施; 积极澄清不实信息, 反击谣言杂音, 帮助大家

统一思想认识、 坚定必胜信心。 上海推出 “青春守 ‘沪爷冶 等宣

传专题, 讲好基层一线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抗疫故事, 凝聚网上

正能量。 吉林加强与省委宣传部、 网信办等部门联动, 开设 “青

春战疫力量冶 等 14 个专栏, 录制抗疫宣传视频近 7000 个。 江西

推出抗疫短视频 130 余条, 策划原创微博话题, 阅读量突破 6000

万, 得到省委领导批示肯定。 山东针对部分高校学生在网上反映

的思想苗头进行深入研判, 指导高校团委并联动相关部门, 切实

加强青年学生思想引导和心理辅导工作, 有效防范化解潜在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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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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