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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命名首批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暨下拨 2016 年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支持经费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

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为深入推进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2015 年以来

全团开展了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创建活动,

团中央决定对创建活动中成效突出的一批平台予以命名。 同时,

为更好支持、 示范、 带动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决

定下拨 2016 年度平台支持经费。 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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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批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

按照 《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示范性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创建

活动的通知》 (中青发 也2015页 15 号) 和 《全国示范性青少年

综合服务平台创建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 相关要求, 根据各省

级团委上报的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申报名单,

综合考虑各省级团委开展逐级创建活动情况、 申报单位的基本条

件和示范带动作用发挥情况, 并对部分申报单位进行实地核查,

经研究, 差额认定 90 个平台为首批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

合服务平台 (附件 1)。 团中央将对命名的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

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授牌。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是共青团落实改革要求, 推动组

织创新和工作创新, 直接联系服务青年的重要载体。 各省级团委

要及时总结首批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的先进

经验和成功做法, 进行重点宣传和示范推广, 加强日常管理和年

度绩效考核, 确保首批命名的平台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同

时, 要深入开展各级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创建活

动, 形成制度、 形成导向。

二、 2016 年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支持经费

按照 《共青团中央关于全面推进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的

通知》 (中青发 也2014页 24 号) 精神, 根据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团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上报的 2016 年团中央支持建设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申报名单, 综合考虑申报单位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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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地域分布和各地对 2013—2015 年度团中央支持经费使用

管理情况, 经研究, 差额确定 108 个支持对象 (附件 2)。 团中

央为每个支持对象提供 10 万元经费 (上海市、 山东省、 广东省

所属每个支持对象为 5 万元)。

各省级团委要严格按照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支持各地加

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的要

求, 对平台支持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绩效考核, 建立

有效的监督机制。 同时, 要参照团中央做法, 安排专项经费用于

支持本地区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附件: 1. 首批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名单

2. 团中央 2016 年支持建设的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

平台名单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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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批全国示范性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名单

(90 家)

北京市

北京市东城区海巢 HOT·社区青年汇

北京市朝阳区老君堂新居民之家·社区青年汇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中心·社区青年汇

北京市通州区新通国际·社区青年汇

天津市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青少年服务站

天津市和平区民园广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天津市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津南分中心

河北省

河北省邯郸市青年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年中心

山西省

山西省阳泉市亲·青 Family 矿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东胜区兴胜街道新园社区青年爱里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康居社区青年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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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尹贺赛罕青年爱里

辽宁省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日新街道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辽宁省大洼县田家镇文体中心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魏社区七彩小屋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青少年服务中心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共青团青少年综合服务站

黑龙江省共青农场共青团青少年综合服务站

黑龙江省望奎县共青团青少年综合服务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上海市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IF188 青年中心

上海市 “书香静安冶 青年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 “青年阁冶 青年中心

上海市梦空间·青浦区城市青年中心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澄光青少年事务中心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凤凰谷青少年服务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青少年服务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青少年之家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青少年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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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国家高新区嘉壹度青年创业服务中心

浙江省

浙江省温岭市青年服务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南一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企业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爱山商圈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安徽省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街道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青年俱乐部

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安徽省萧县青少年之家

安徽省怀宁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

福建省南平市青少年服务中心

福建省宁德市 (福安) 青年创业辅助中心

福建省长汀县青少年服务中心

江西省

江西省南昌市青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禾欣青年空间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6—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青年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青年家园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青少年服务中心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市 “青春家园冶 总园

河南省焦作市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

河南省濮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街道建设街社区青少年综合服

务平台

郑州铁路局郑州东高铁站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空间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沧湖青少年空间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咸嘉新村社区青少年综合服

务平台

湖南省湘潭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湖南省凤凰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凤凰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广东省

广东省江门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广东省珠海市新豫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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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莞香花青少年服务中心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青年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鹿寨镇城西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海南省

海南省琼海市青少年文化宫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市民学校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楠木乡楠木桩村市民学校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汇雅社区市民学校

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街道人和街社区市民学校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道观府国际小区市民学校

四川省

四川省 12355 成都中心

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盐义仓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四川省苍溪县青少年服务中心

贵州省

贵州省天柱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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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春城青乐汇

云南省祥云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陕西省

陕西省榆林市青年服务中心

陕西省汉中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甘肃省

甘肃省高台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青海省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关街道贾小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片区二道湾社区

青少年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中央企业团工委

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杏北青年综合服务平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二团雷锋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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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团中央 2016 年支持建设的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名单

(108 家)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牛友联盟·社区青年汇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街道北三社区 “80 后义工冶 ·社区青年汇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青年之家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青年之家

天津市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青少年工作站

天津市河东区 Public X 公益空间

河北省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通达集团青年中心

河北省滦县滦河街道青年中心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青年中心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青年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黑石路四号青年中心

山西省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青++服务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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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汾西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青年之家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苏日嘎拉图青年爱里

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诺门罕布日德青年爱里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卓资山镇南窑子社区青年爱里

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通格朗社区青年爱里

辽宁省

辽宁省建平县八家农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青年综合服务平台

辽宁省兴城市青年综合服务平台

吉林省

吉林省农安县青年电子商务推广服务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青少年综合服务站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青少年综合服务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新谊社区共青团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黑龙江省延寿县寿山乡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老街青年中心

上海市奉贤区贤韵青年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海天旭日青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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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 3·5 YOUNG SPACE 青年中心

江苏省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于门村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睿城社区青少年之家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唐闸镇街道青年之家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浙江省余姚市阳明青创空间 “青年汇冶

浙江省淳安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安徽省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金马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安徽省金寨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安徽省利辛县新张集乡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福建省

福建省屏南县古峰镇城东社区 “青年之家冶 综合服务平台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福建省寿宁县青少年之家

江西省

江西省兴国县青年筑梦空间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农管理处隆泰苑社区青年空间

江西省新余市 “青年之声冶 线下服务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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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青年之家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青年之家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YIJIA冶 团青汇

山东省莒县青年创业服务中心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青少年工作服务中心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青年之家

山东省夏津县东李官屯镇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青年之家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共青团 “青春家园冶 淮河社区站

河南省驻马店驻郑州团工委 “青春家园冶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产业聚集区创新创业青少年服务中心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青年服务中心

湖北省

湖北省秭归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湖北省大悟县城关镇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湖北省孝昌县桃园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县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湖南省邵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湖南省新晃县林冲镇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31—



广东省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青年城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青年汇

广东省博罗县石湾镇石湾青年汇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均安青年坊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东兴镇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五里桥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海南省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青少年宫市民学校

重庆市巴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四川省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中子铺社区青年之家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青年之家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城社区青年之家

四川省青神县青少年活动之家

四川省广汉市广青益站

贵州省

贵州省惠水县青年之家旗舰店

贵州省龙里县 “蓓蕾守护冶 关爱青春期留守女孩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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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纳雍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云南省

云南省芒市大榕树青年之家

云南省瑞丽市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云南省砚山县砚山青年汇

云南省曲靖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仁布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青春驿站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青春驿站

陕西省周至县青春驿站

甘肃省

甘肃省广河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宝林之家·成长乐园

甘肃省嘉峪关市镜铁区紫轩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甘肃省榆中县百汇青年创业发展服务平台

青海省

青海省玛沁县青年之家

青海省互助县五峰镇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富平社区青少年综合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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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黎明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解放北路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中

心 “青春驿站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八家户农场青年之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红畦村青年之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艾兰木巴格街道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新市路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五团青年活动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六团日月星光社区青年之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三团西环路社区青年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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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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