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 中央文 件
中青发 也2022页 10 号

共青团中央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

一批团内规章的决定

为进一步规范团内规章建设, 维护团内规章的统一性和权威

性, 提升团的组织运行制度化科学化水平, 经对 1978 年至今制

定发布的团内规章 (不含部署工作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进行清

理, 并征求有关联合发文单位意见, 团中央决定, 对 18 件已经

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 已被新规章涵盖或者替代的团内规章, 予

以废止; 对 11 件所涉工作已经不再继续开展的团内规章, 予以

宣布失效。 凡废止、 宣布失效的团内规章, 一律停止执行, 不再

作为规范工作和行为的依据。

团中央将建立团内规章数据库, 公布继续有效的团内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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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更新, 以便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 团干部遵守执行。 各

级团组织要进一步加大团内规章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力度, 切实维

护团内规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确保各项规章成为团组织和团

员、 团干部严格遵守的刚性约束。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决定废止的团内规章目录

2. 宣布失效的团内规章目录

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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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决定废止的团内规章目录

(共 18 件)

1. 关于团员档案管理的暂行规定 (1980 年)

2. 关于健全团干部管理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 ( 也81页 团

组字第 01 号)

3. 关于团旗和团徽的使用规定 (1983 年)

4. 关于试行 “临时外出团员证冶 制度的通知 ( 也84页 团组

字第 09 号)

5.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与省级团委组织部双向工作程序 (试

行) (1986 年)

6. 关于加强青年个体劳动者中共青团组织建设的暂行办法

( 也87页 中青联字 30 号)

7. 乡镇企业共青团工作条例 (试行) ( 也88页 中青联字第 24

号)

8. 国营农场共青团工作条例 (试行) ( 也88页 中青联字第 24

号)

9. 牧区共青团基层工作条例 (试行) ( 也88页 中青联字第 24

号)

1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 (暂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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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关于团费交纳和管理使用的规定 (中青发 也1994页 7

号)

12. 关于流动团员管理暂行办法 (1995 年)

13. 关于团费交纳和管理使用的补充规定 (1996 年)

14.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冶 及组织奖评选表彰办法 (试行)

(中青办发 也1999页 10 号)

15. 《企业团委基本工作规范 (试行)》 等十二个团委、 团

支部 (总支) 基本工作规范 (中青办发 也2006页 48 号)

16. 大学生骨干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中青办发 也2009页 23

号)

17. 共青团中央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工作办法 (暂行) (中青办通字 也2009页 38 号)

18. 关于建立青年外事工作通报制度的通知 (中青联发文

也2012页 3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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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宣布失效的团内规章目录

(共 11 件)

1. 关于中学共青团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 ( 也80页 中青联

字 38 号)

2. 关于团中央委员会专题小组的组建办法 ( 也88页 中青办字

第 23 号)

3. “保护母亲河工程冶 实施暂行办法 (全保领发 也1999页 2

号)

4. 青年就业服务中心管理条例 (试行) (中青办发 也2002页

28 号)

5. 保护母亲河优质示范工程命名管理暂行办法 (全保领发

也2002页 1 号)

6. 农村青年中心章程 (试行范本) (中青办发 也2003页 19

号)

7. 青年中心 “爱心超市冶 管理办法 (暂行) (中青办发

也2005页 7 号)

8. “全国青年中心建设先进县 (市)冶 创建办法 (试行)

(中青办发 也2005页 13 号)

9. 中国杰出青年农民评选表彰办法 (中青联发 也2005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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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0. 全团信息工作奖评选办法 (试行) (中青办发 也2005页

23 号)

11. 全团青年中心建设先进城区 (市) 创建办法 (试行)

(中青办发 也2005页 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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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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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

摇 发: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

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团

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4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