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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4 月 29 日

编者按: 《共青团中央深化改革方案》 印发以来,

各省级团委主动对标对表, 切实担起本级直属机关深化

改革的主体责任, 并带动地市级团组织深化改革, 指导

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 其中, 团山西省委按照

省委和团中央部署, 紧密结合自身实际, 着力在聚实

焦、 出实招、 求实效上下功夫, 扎实推动直属机关深化

改革, 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路子。 现编发其经验

做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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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山西省委扎实推动直属机关深化改革

聚实焦、 出实招、 求实效

去年以来, 团山西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群团

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和团中央部署, 对照 《共青团中

央深化改革方案》 有关要求, 结合自身实际, 准确把握 “三个

关系冶, 始终坚持 “三个导向冶, 着力提升 “三种能力冶, 以 “钉

钉子冶 精神推动团省委机关深化改革落地见效。

一、 准确把握 “三个关系冶, 聚焦问题精准发力

1. 把握巩固与发展的关系, 落实改革部署做到一个 “准冶

字。 班子成员带领机关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关于深化共青团改革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研读 《共青

团中央深化改革方案》, 在深入总结山西共青团改革阶段性成效

基础上, 准确把握当前深化改革迫切需要破解的深层机制问题,

锚定去除 “机关化冶、 “行政化冶 顽疾和根治机关 “散冶 的症状

的改革目标, 聚焦主责主业, 明确提出山西共青团 “全方位聚力

青春建功高质量发展冶 目标要求和 “7伊3冶 重点工作矩阵, 精准

定位深化改革 “总坐标冶, 为起草山西共青团深化改革方案, 推

进实施改革举措夯实基础、 做足准备。

2. 把握全面和重点的关系, 完善制度机制实现一个 “效冶

字。 围绕 “进一步完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冶、 “改革

直属机关工作机制冶 要求, 紧盯日常管理和运行中的短板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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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机关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改革。 坚持以系统观念和法治思维

促进治理效能提升, 坚持 “立、 改、 废冶 并举, 健全完善包括

加强党的领导、 团的组织建设、 团干部队伍管理、 团员队伍管理

等各领域制度 55 项, 其中新建 38 项、 修订 17 项, 另废止 5 项,

进一步明晰部门具体职能, 规范工作流程, 理顺机关领导和运行

机制。 坚持重点突破、 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的思路, 以建立健全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及落实省委决策部署、 团中央工

作要求的机制为重点, 出台 《共青团山西省委议事决策规则》,

建立团省委书记会 “第一议题冶 制度, 形成学习领会、 贯彻落

实、 督查督办、 评估问效、 报告反馈的闭环链条, 引领全省团干

部不断提升增强 “四个意识冶、 坚定 “四个自信冶、 做到 “两个

维护冶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3. 把握守正和创新的关系, 强化理论研究突出一个 “深冶

字。 紧扣 “深化对政治工作机理和青年工作规律的研究冶 要求,

加强机关理论研究, 从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发展历程中

汲取精神力量, 破旧立新积极探索拓展改革路径。 克服 “科层

制冶 弊端, 打破部门处室界限, 组建团省委青年干部理论研究项

目组, 从各部门遴选 1 名专职团干部组成项目工作组, 创新 “总

指导员负总责冶 的运行机制, 由资深团干部担任总指导员, 通过

“手把手冶、 “传帮带冶 方式, 组织工作组成员全程参与重大材料

起草、 重要信息编撰、 重大会议筹办、 重大活动策划, 切实提升

机关青年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能力素养, 推动理论研究取得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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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为山西共青团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二、 始终坚持 “三个导向冶, 深化举措久久为功

1. 坚持政治导向做实功, 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落

实 “规范对下级团委的双重领导机制冶 要求, 省级团委自觉严

格遵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2021 年

累计 向 团 中 央 和 省 委、 省 政 府 请 示 报 告 39 次, 同 比 增 长

39. 28% , 多篇工作报告得到团中央和山西省委、 省政府领导同

志批示肯定。 同时, 进一步规范省内各级团组织和机关系统请示

报告工作, 制定 《共青团山西省委关于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规

定》、 《团省委机关系统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规则》, 细化请示

报告程序、 方式, 明确受理部门、 答复部门和报告时限; 印发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清单》, 明确市级团组织向团省委请示、 报

告、 报备的事项清单以及召开市级全委会需向团省委请示报告的

材料清单; 出台 《错情通报制度》, 对请示报告格式有误、 内容

错谬等 17 类错情进行登记通报, 并抄报团省委班子成员, 确保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在山西落实落细。

2. 坚持责任导向求实效, 持续深化直属事业单位改革。 对

标 “进一步落实对直属机关的全面领导责任冶 要求, 强化对机

关直属事业单位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的领导, 以为共青团发展提

供专业化、 社会化支持为目标, 持续深化直属事业单位改革, 复

建山西省团校, 开展全省团干部和青年骨干教育培训; 重组山西

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 开展青年就业创业、 权益维护、 婚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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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志愿服务、 扶贫济困等服务工作; 新设山西共青团融媒体中

心, 开展团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在前期减人缩编, 机构精简

70% 、 编制减少 53. 4% 、 职数削减 62. 5% 的基础上, 进一步规范

事业单位管理, 通过对口考核、 职能衔接、 共建项目组等方式,

构建起机关部门与直属事业单位协同工作体系, 切实做好事业单

位改革的后半篇文章。

3. 坚持问题导向出实招, 对标考核结果找差距补短板。 深

入学习领会团中央对团山西省委 2021 年度工作考核评价结果,

团省委班子成员以上率下, 带领机关各部门逐条认真对照团中央

考核评价, 深刻查摆不足, 自觉校准偏差, 形成 《团山西省委关

于贯彻落实团中央 2021 年度考核评价的情况报告》。 按照团中央

“三力一度两保障冶 工作格局, 将 《2021 年考核评价分项意见》

提出的 14 个方面工作, 梳理出 21 项具体提升举措, 全部纳入

2022 年工作要点, 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 着力提升 “三种能力冶, 锚定效能锻造队伍

1. 深入基层融入青年, 提升用心周到的服务能力。 破除

“机关化冶 思维, 坚持 “到基层去, 到青年中去冶 鲜明导向, 深

入推进机关干部密切联系青年机制。 制定 《共青团山西省委委员

直接联系团员青年制度》, 严格落实山西省委关于 “省市县三级

团委班子成员每年 1 / 3、 1 / 2、 2 / 3 时间深入基层冶 的要求, 班子

成员带头融入青年开展工作, 密切与青年的联系、 增进与青年的

感情。 印发 《关于做好团省委机关干部密切联系青年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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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推动机关全体专、 挂职干部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讲, 督促县、 乡、 村三级团组织换届, 指导县域共青团改革试

点工作和 “我为青年办实事冶 主题实践活动, 常态化深入基层

团组织, 广泛联系学校、 企业、 社区、 社会组织等领域团员青

年, 持续推动机关干部与青年打成一片, 提高服务青年的工作本

领, 2021 年人均直接联系基层超过 60 天。

2. 多措并举多方共享, 提升聚力融合的统筹能力。 摒弃

“行政化冶 依赖, 通过社会渠道募集资源、 遵循社会组织运行规

则配置资源, 努力降低行政依赖开展工作。 依托山西省青基会,

与热心公益的单位和机构合作设立 “青年文明号公益基金冶、

“志愿服务基金冶、 “青联公益基金冶 等, 提升党的青年组织聚力

融合能力, 2021 年共筹得款物 7471. 22 万元, 同比增长 73. 9% 。

开展团省委机关办公楼团史展览馆改造, 深入发掘党的青年组织

内生资源, 全力争取社会支持, 筹措改造资金 100 余万元, 工程

完工后, 团省委机关将以山西省首家团史教育基地的崭新面貌,

面向社会开放, 与全省青少年共享。

3. 从严管理从实锻造, 提升求进思变的开拓能力。 去除

“官本位冶 思想, 牢固树立 “做青年友, 不做青年 ‘官爷冶 理念,

锻造团干部朝气蓬勃、 砥砺奋进的精气神。 对标党的好干部标准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的重要要求, 不断加强机关干部成长

观教育, 落实团中央 《关于提高政治站位 改进工作作风的六条

规定》, 制定克服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五项措施, 完善干部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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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机制, 激励干部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通过严实管理促

进团干部工作作风、 工作效能全面提升。 同时, 结合新时代、 新

要求和新情况, 修订出台 《山西省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山西省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 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共青团

干部评选表彰工作办法》, 规范评比表彰的标准和流程, 加强宣

传阐释力度, 增强青年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切实提升团组织在山

西青少年中的价值感召力和社会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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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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