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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

《共青团城市基层组织改革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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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

展的重要要求, 破解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

战, 围绕在城市社区强化团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有效引

领凝聚、 组织动员、 联系服务团员青年, 探索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新思路、 新模式, 团中央研究制定了 《共青团城市基层组织改革

试点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

本次改革试点由团中央直接推动, 省级、 地市级团委配套力

量, 区 (市) 团组织具体抓落实。 各省级团委要认真领会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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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精神, 大胆尝试、 积极探索、 锐意进取, 大力推动组织方式和

工作方式创新, 激发城市基层组织活力, 扎实形成一批认识成

果、 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 以推动青年工作发展的实际行动迎接

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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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城市基层组织改革试点方案

城市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 城市基层的空间组织形式、 经济

组织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城市青年集聚圈层化、

就业方式多样化、 价值观念多元化、 青年参与社会化、 生活方式

网络化等特征鲜明。 团的十八大以来, 全团部署推进县域共青团

基层组织改革, 启动实施共青团社区青春行动, 积极推动基层团

的建设和工作改革创新。 在推动县域基层组织改革解决普遍问题

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破解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

挑战, 制定本试点方案。

一、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直

面突出问题, 勇于自我革命, 大胆创新创造, 通过构建新型组织

体系、 创新组织动员方式、 凝聚青年工作骨干、 完善项目运行机

制、 改进资源筹措方式等方面的改革, 切实增强城市基层团组织

的引领力、 组织力、 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 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

青年群众基础, 广泛凝聚起推进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青年先锋力量。

1. 改革对象。 本次改革试点对象为共青团城市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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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指城市主城区 (建成区) 的街道和社区团组织, 以及共青团

依托街道社区联系和主导建立的各类青年社团、 青年之家、 青年

突击队、 青年志愿者等组织。 城市空间内的学校、 机关、 企事业

单位、 “两新冶 组织等单位和行业团组织应持续巩固创新并主动

参与社区工作, 但不作为改革重点对象。

2. 针对问题。 着力破解组织方式单一, 传统的依托单位或

区域建团模式对城市青年覆盖面和影响力日益弱化的问题; 着力

破解工作方式陈旧, 工作内容和形式时代感不足, 跟不上城市青

年生产生活方式新变化的问题; 着力破解大局贡献度不足, 街道

社区青年工作骨干和资源长期缺乏, 基层团组织生力军突击队作

用发挥不突出的问题。

3. 试点目标。 共青团城市基层组织改革试点的基本目标是

激活城市基层组织活力, 强化城市社区团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

功能。 力争通过改革初步形成若干重点成果:

———组织覆盖大幅拓展。 形成 “团组织+青年社团冶 为主的

组织体系, 街道范围内团组织数量大幅提升, 建成联系一批青年

社团, 社区团组织对青年的联系覆盖面大幅提升。

———培养凝聚青年人才。 多渠道发现培养一批青年工作骨干

和青年社团负责人, 引导社会优秀青年人才积极向党、 团组织靠

拢, 储备基层青年工作和社会治理青年人才。

———教育青年更加有效。 将社区服务实践作为团员青年受教

育、 长才干、 作贡献的重要路径, 实现街道社区和单位对团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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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的双重覆盖, 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彰显团员先进性。

———服务青年有形有效。 着力提升城市社区团组织社会化生

存和资源配置能力, 围绕青年就业、 教育、 婚育等急难愁盼问

题, 推出若干解决党政关切和青年痛点、 服务社区治理、 能够长

期持续的服务项目。

———组织动员更加有力。 在经济社会重要领域和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 每个社区能够有效组建起以青年党团员为骨干、 辖区内

青年广泛参与、 平急结合的青年志愿服务或应急突击队伍。

———组织形象明显提升。 力争通过改革, 基层党政和社会青

年对本地区基层团组织的感知度、 满意度有较大提升, 党领导的

先进青年群团组织的形象在基层进一步彰显。

二、 改革重点措施

1. 改革组织设置, 构建 “团组织+青年社团冶 的基层组织体

系。 在巩固原有城市基层团的组织体系基础上, 依据新的社会治

理模式和青年社会参与方式重新整合团的工作力量。 因地制宜依

托物业公司、 业主委员会、 小区楼栋、 青年之家等建立实体型或

功能型团的组织。 将广泛建设青年社团作为创新团的基层组织形

态的战略性举措, 突出青年社团组织动员广大青年跟党奋斗的政

治功能。 注重运用地缘、 业缘、 趣缘、 益缘、 学缘等机理, 大量

培育学习社、 服务队、 成长营、 议事会、 兴趣组等形态的青年社

团, 形成 “团组织+青年社团冶 的基层组织新形态, 最广泛地拓

展对社区青年的组织覆盖和引领凝聚。 坚持 “自下而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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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发现骨干———建立组织冶 的工作逻辑, 注重在工作中发

现优秀团员青年和活跃骨干, 逐步建立青年社团, 有条件的成立

团组织。 高质量培育建设区 (市) 级团属青年社会组织, 逐步

向街道延伸、 向新兴青年群体覆盖, 与社区团组织紧密协同开展

工作。 建立市、 区、 街道三级团干部普遍下沉社区领办社团、 牵

头项目的机制。

2. 创新动员方式, 有效联系和组织广大城市青年。 完善组

织化、 社会化、 网络化动员相结合的机制, 广泛有效地将城市社

区各领域团员青年组织起来, 在应急处突、 基层治理、 公共卫

生、 助老扶幼、 文明创建、 环境建设等党最需要的地方勇挑重

担, 成为找得到、 靠得住的有生力量。 发挥组织化动员优势, 密

切基层团支部、 青年社团对团员青年的联系, 设计丰富有效的活

动载体, 常态化把青年组织起来发挥作用。 畅通社会化动员渠

道, 借助社区各类组织和网格化、 楼 (院) 长等管理机制全面

掌握辖区青年群体状况, 有计划地建立活动联系、 服务联系、 日

常交流联系等稳定渠道。 用好网络化动员手段, 大力主导建设各

类团组织、 青年社团、 工作骨干队伍的网上形态, 提高扁平化动

员效能; 根据中心工作任务和青年圈层化兴趣需求, 成体系地建

设或联系网上青年社群, 提升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存在感和号召

力。 建立平时任务参与和应急动员响应的机制, 紧紧围绕基层社

区需要青年参与的中心工作, 根据任务的性质、 轻重、 缓急确定

动员范围和力度, 持续完善流程, 确保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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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骨干选育, 建设来源广泛、 坚强有力的青年工作队

伍。 着眼于挖掘培育城市社区青年骨干和优秀人才, 重点在四类

群体中培育建设骨干队伍。 一是青年政治骨干队伍。 建立在校在

职团员向经常居住地社区报到和 “第二团支部冶 制度, 以单位

团组织管理为主、 社区团组织管理为辅, 将居住在社区内的团员

有效组织起来, 唤醒 “沉默团员冶, 加强流动团员联系管理, 广

泛动员团员在社区亮出身份、 参与活动, 展现先进性。 二是青年

志愿者队伍。 围绕社区治理和群众需求创设项目或岗位, 广泛吸

纳社区青年和辖区单位青年参与, 挖掘培育一批有热情、 有特长

的志愿者骨干和积极分子, 形成具有一定活跃度和延续性的社区

志愿者队伍。 三是大学生服务社区队伍。 实施大学生社区实践计

划, 开展 “返家乡冶 社会实践活动, 以高校团支部为基本单位,

充分动员高校青年志愿者队伍, 组织化、 经常性引导大学生就近

就便走进社区、 服务社会。 四是各领域青年能人和社团骨干队

伍。 充分发挥他们在城市基层治理和青年工作中的作用, 通过推

优入团、 团内兼职、 推优入党等途径加强激励举荐。 继续探索多

元化增加基层团的工作力量, 拓展挂兼职团干部、 青少年事务社

工、 公益性岗位、 项目化用人等渠道。

4. 创新工作方式, 打造特色鲜明、 功能稳定的基层团的工

作项目。 立足基层党政工作任务、 青少年成长需要和一定半径的

生活空间, 打造若干符合团的组织性质、 青年广泛参与的社区工

作项目。 注重找准切入点, 聚焦青少年公共服务、 青少年公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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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社区环境营造和文明倡导、 弱势青少年帮扶等方面的具体需

求, 找到能够发挥团的组织优势、 符合社会运行机理的项目落

点, 不怕事情小, 关键要做实。 切实强化项目管理思维, 着眼能

够形成实在、 稳定的功能, 科学谋划资源投入产出、 惠及人数、

成效评价等要素, 做到有目标、 可度量、 可持续。 普遍成立社区

少工委, 建设校外辅导员队伍, 发挥青少年宫辐射作用, 面向少

年儿童制度化开展实践活动、 仪式教育和服务项目, 充分发挥社

区实践教育、 混龄教育优势, 推动完善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

聚焦最广大的工农青年和普通青年群体, 策划实施一批 “小而

美冶 的工作项目, 加强对快递员、 外卖送餐员、 网约车司机等新

业态、 新就业青年群体的联系服务。

5. 立足自我奋斗, 探索社会化资源配置方式。 把握群众工

作的本质和团的群众性特点, 既充分依托党赋予的资源和渠道,

又主动向社会找帮手、 募资源。 发挥党政资源先导作用, 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 人才培养举荐、 参与基层治理等途径, 用好各方面

政治资源。 充分挖掘团内资源,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和团属基金会

要面向街道社区设计工作项目、 配套工作支持, 持续完善区域化

团建联盟 (共建委员会)、 支部结对共建等机制, 切实赋能基层

组织。 大力开发社会资源, 研究市场主体需求和众筹、 共享等机

理, 推动工作项目自我造血, 提高共青团在基层社会的生存能

力。 支持青年社团、 社区团员青年骨干参与基层团的工作, 把工

作对象转化为工作力量, 广泛提升共青团工作的开放性。 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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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作为基层团的项目资源集散枢纽, 推动实体性青年之家实现

街道全覆盖, 逐步向有条件的社区延伸, 支持社会组织、 青年社

团、 爱心企业等入驻运营青年之家, 提升社会化、 共享性运营管

理水平。

三、 组织实施

本次改革试点由团中央直接推动, 省级、 地市级团委配套力

量, 区 (市) 团组织具体抓落实。 以城市主城区为主,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率先破题。 每个省份确定 2 个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领先、 青年城市化特征突出的社区作为试点单位, 试点确

定须报所在区 (市) 党委同意。 改革推进中, 团中央和省级团

委建立统筹机制, 办公厅 (改革办) 负责督促检查改革推进情

况, 基层建设部协调实施改革各项举措, 各部门协同推进工作、

注入资源。 每个试点地方至少安排 1 名地市级或区 (市) 级团委

专职干部驻点推进改革试点, 时长不少于 2 个月。 试点地方所在

地市和区 (市) 团的领导机关干部、 团代表和委员每人在本地

区至少联系 1 个社区团组织或青年之家、 领办 1 个青年社团或网

络社群, 直接面向社区青少年开展工作,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有条件的省级团委可以根据本方案精神开展省级试点工作。

在符合改革基本方向的前提下, 鼓励试点地方大胆尝试、 积极探

索, 不局限于试点方案。

本次试点于 2022 年 9 月启动, 2023 年底推动试点地区改革

主要举措基本落实, 形成一批认识成果、 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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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9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