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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广泛开展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摇 深入推进农村区域化

团建和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基层团组织是提高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扩大团的工作有效

覆盖面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区域化团建工作,

加快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 夯实农村共青团工作的组织基础,

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农村基层团组织中广泛开展 “百县千乡冶 分

类示范创建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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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团十七大、 团十七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树

立共青团工作的新常态思维, 以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为统揽,

以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为抓手, 按照区域化建组织、

区域化配干部、 区域化搞活动、 区域化建阵地的要求, 坚持普遍

整顿与典型示范相结合、 规范提升与整体活跃相结合的原则, 深

入推进农村区域化团建工作, 强化服务功能、 健全组织体系、 建

设服务队伍、 打造服务项目、 建设服务平台、 构建服务格局, 促

进基层团组织建设规范、 干部配齐配强、 活动经常开展、 机制不

断完善, 进一步夯实农村共青团的组织基础, 扩大有效覆盖面。

二、 目标任务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是对近年来狠抓基层、 支持

基层各项工作的系统化梳理和机制化构建, 是面上推进农村基层

各类团组织整顿、 巩固、 提升的新举措, 也是分类别创建工作典

型和标杆、 示范带动整体活跃的新探索, 以此为抓手深入推进农

村区域化团建和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 努力实现团的活动经常

化、 项目化、 品牌化, 促进基层团组织覆盖面明显提升、 活跃度

明显提升、 服务力明显提升、 影响力明显提升。

1. 坚持区域化建组织。 坚持整顿巩固和规范发展农村基层

团组织, 完善基层团的组织体系, 建立区域化运行管理机制, 实

现农村团组织的基础夯实。

2. 坚持区域化配干部。 建立起完善的乡镇团委集中换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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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机制, 构建开放式团干部配备格局, 形成基层团干部的

培养选拔机制, 实现对农村团组织的队伍巩固。

3. 坚持区域化搞活动。 明确服务项目和工作目标, 培育区

域性品牌活动, 强化基层团组织的服务意识、 服务功能和服务能

力, 实现农村团组织的工作活跃。

4. 坚持区域化建阵地。 整合辖区资源, 建设青少年综合服

务平台, 打造联系和服务农村青年的区域化阵地, 实现对基层团

组织工作的有效支撑。

通过分类示范创建活动, 在全国树立 100 个左右农村基层团

建示范县、 1000 个左右农村基层团建示范乡镇, 示范带动本地区

农村团组织共同发展。

三、 工作内容及步骤

1. 对标整改 (4 月—6 月)。 一是按照 “四个区域化冶 和基

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的要求, 结合近年来工作基础, 共青团中央

制定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参考表 (县、 乡镇), 明确

基层团组织自查标准的总体框架; 做好乡镇实体化 “大团委冶

数据库升级改造、 维护管理工作, 将数据库作为了解基本信息、

掌握工作进度、 开展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是省、 地 (市)、

县结合区域特点和工作基础, 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结合本地县、

乡实际, 对创建活动参考表进行转化, 一县一表、 一乡一表, 指

导基层团组织对标整改。 三是县、 乡团委对照创建活动参考表,

按照 “八查八看冶 要求, 集中开展整顿和规范工作。 即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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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情况, 看基层团组织建设和运行是否顺畅; 查干部配备

情况, 看基层团干部力量是否充实; 查团员队伍建设情况, 看团

员发展、 团员管理是否规范; 查活动开展情况, 看基层团的工作

是否活跃; 查基础团务情况, 看 “三会两制一课冶、 团费收缴管

理等是否落实; 查工作阵地建设情况, 看阵地数量及区域化共享

机制是否建立; 查基层微信体系建设情况, 看线上线下联系服务

青年是否紧密; 查基层团委工作经费落实情况, 看党建带团建、

乡镇团委工作经费等文件落实是否到位。 在此基础上, 对乡镇实

体化 “大团委冶 数据库内信息进行核实、 更新和完善, 作为本

阶段成效的重要体现。 按照下抓一级的原则, 市、 县分别召开所

属县、 乡团委负责人 “对标整改冶 部署会和述评会, 抓深抓实

对标整改工作。

2. 巩固提升 (7 月—9 月)。 一是开展集中活动。 鼓励基层

团组织在自主开展活动的基础上, 围绕思想引导、 创业就业、 志

愿服务、 生态环保、 文体娱乐等设计兼顾不同类型团组织的区域

性品牌活动载体, 推动区域内不同类型、 不同隶属关系的团组织

集中开展活动, 服务大局、 服务青年、 服务团员、 服务基层团干

部。 以 “青春建功·乡村好青年故事汇冶 “温暖家园·关爱留守

儿童行动冶 “传承文明·寻找青年非物质文化传承者冶 “清洁家

园·保护母亲河行动冶 等为主题, 牵动性开展活动, 促进基层团

组织活跃。 二是开展结对共建。 推动区域内学校、 机关、 企业团

组织与乡镇、 村、 合作组织和直属团组织开展结对共建工作,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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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资源共享、 活动共办、 阵地共用; 通过挖掘典型案例、 组织片

区交流、 开展现场观摩等形式, 推动区域内团组织沟通交流。 三

是开展基层项目创新竞赛。 以省、 地 (市) 为单位, 组织县、

乡团委围绕联系青年、 开展活动、 建立机制、 整合资源等内容,

设计项目、 优化流程、 推动落实, 挖掘基层好创意、 好载体、 好

机制, 推出省、 地 (市) 级优秀团的工作项目。

3. 成果检验 (10 月—11 月)。 一是互比互查。 省内、 市内、

县内团组织开展互学互比互查, 分片区召开经验交流座谈会和现

场观摩会, 组织优秀典型现身说法, 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分类创

建成果和一批示范县、 乡团委。 二是示范推广。 举办示范创建培

训班, 以县、 乡团干部为骨干, 培养一批示范创建工作指导员。

推广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 县乡两级明确每个示范团委对应结对

一定数量的团组织。 三是动态控制。 以乡镇实体化 “大团委冶

数据库为依托, 及时掌握进度, 加强督促、 推动落实。 四是总结

提升。 对示范创建先进地区、 先进个人、 优秀项目进行褒奖, 出

台区域分类指导工作大纲, 形成指导农村基层团组织抓工作的长

效机制。

四、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

是点、 线、 面相结合, 全面推进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的重大举

措。 各地要将这项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 切实加强领导, 精心

组织实施。 要主动争取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 将示范创建活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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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安排。 要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方案, 做

到目标明确、 步骤清晰、 方法科学、 措施有力。

2. 突出重点, 创新推动。 要坚持建活并举, 一手抓组织建

设, 一手抓工作活跃。 要抓好农村共青团工作的统筹摆布, 与示

范创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创新项目载体和活动方式, 以基层团

组织的百花齐放, 促进农村共青团工作的整体活跃。 要充分发挥

基层团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深入调研, 靠前指导, 推动面上工

作普遍开展。

3. 动态竞争, 形成导向。 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鼓励和支

持基层团组织的实践探索, 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推动示范

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要将示范创建活动贯穿全年, 按照层级管理

的方式实施动态管理, 与考核评价直接挂钩, 对活动部署及时、

组织领导有力、 发动充分广泛、 创建成效显著的地区和单位给予

资源倾斜和奖励。

4. 加强宣传, 形成氛围。 要充分利用团内外宣传媒介, 营

造社会氛围, 形成抓团建、 促活跃、 强服务的积极导向和浓厚氛

围。 善于运用新媒体及时宣传活动开展情况, 及时总结各地各部

门的好做法、 好经验, 大力宣传好的工作案例、 工作方法, 推动

示范创建工作在各阶段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请各省将本省实施方案于 3 月 20 日前报送共青团中央农村

青年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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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冉摇 勇

电摇 摇 话: 010-85212810

电子信箱: qnzx2024@ 163. com

附件: 1.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参考表 (县)

2. “百县千乡冶 分类示范创建活动参考表 (乡镇)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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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3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