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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扎实做好

自由贸易试验区共青团工作的通知

团天津市委、 团上海市委、 团福建省委、 团广东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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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是党中央、 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 扩

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青年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生力

军。 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团的工作, 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自贸区

发展做贡献, 是共青团服务改革发展的重要要求, 是共青团探索

创新的重要领域, 对全面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 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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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思路

适应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功能定位、 产业布局、 制度创新、 运

行机制等领域的新要求,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年群体结构、 思

想意识、 流动分布等方面的新特点, 坚持 “青年在哪里, 团组织

就建在哪里; 青年有什么需求, 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

作冶, 把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与服务青年成长结合起来, 切

实找准工作的结合点、 切入点、 着力点, 大力推动团的组织和工

作创新, 团结带领青年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 主要任务

1. 围绕自贸区各类组织形态特点, 探索创新团的组织建设。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入驻企业集中的特点, 积极推动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团建, 探索适应新业态、 新组织形态特点的团建模式

和路径。 坚持区域化团建, 有效整合和协同区域内国有单位、 非

公企业、 社会组织、 学校、 社区等力量, 实现组织共建、 资源共

享、 阵地共用、 工作联动。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公司总部和工

业园区集中的特点, 探索推动总部建团、 工业园区建团、 楼宇建

团的有效方式。 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 服务、 引导工作,

探索在联系、 动员青年等方面与青年社会组织合作共赢的新

途径。

2. 针对自贸区青年思想意识特点, 有效开展思想引领工作。

加强对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年思想动态的定期分析和研判, 及时开

展有针对性的引导工作, 帮助青年更加理性、 客观、 全面地认识

和看待问题。 引导青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特

别是要在国际化、 市场化和法治化背景下, 牢固树立爱国、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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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诚信等价值理念。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向型、 开放性发展

趋势, 积极开展与外籍青年、 港澳台青年之间的互动交流, 讲好

中国故事, 传递青年好声音。 坚持互联网思维, 推进共青团网络

工作队伍建设, 深入探索通过新媒体有效联系青年和开展思想引

导的方式方法。

3. 适应自贸区功能定位的总体要求, 带领青年在创业创新

创优中服务区域发展。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和制度创新集中

的特点, 加强对相关政策特别是创业政策的研究梳理和宣传解

读, 帮助青年了解政策、 用好用足政策, 吸引更多青年投身创业

实践。 通过组织开展青年创业大赛、 建立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区、

成立青年创业梦工厂、 引入天使投资基金等形式, 为青年创业优

化环境、 提供帮助。 努力激发青年创新激情和潜力, 引导青年积

极参与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努力服务自

由贸易试验区全方位创新。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高新产业和窗

口行业较多的特点, 深入推进青年文明号、 青年岗位能手等工

作, 引导青年立足本职岗位, 创造一流业绩。 充分发挥共青团联

系广泛的优势, 组织青年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考察、 交流研讨等活

动,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 建

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4. 着眼自贸区青年的实际需求, 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青年

工作。 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流动人口集中的特点, 探索设立青

年之家、 青春驿站等各类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 面向青年 “8 小

时冶 外开展工作、 提供服务。 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创新要求

高、 知识更新快的特点, 在青年学习交流、 心理释压等方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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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 给予帮助。 加大对服务资源的整合力度, 积极承接政府职

能转移和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增强团组织服务青年的能力。 加强

对青年需求的收集分析, 积极向党政部门反映, 努力为政府改革

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 为青年争取具有普遍性的服务

政策。

5. 立足自贸区青年人才聚集优势, 大力加强团的队伍建设。

适应自由贸易试验区专业化、 国际化特点, 引导团干部自觉加强

对有关政策和国际规则的学习研究,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能

力。 拓宽团干部的选拔渠道, 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 注重吸

收各领域各行业优秀团员青年担任团干部, 多元化选配共青团工

作骨干。 加强对各界青年人才的联系与整合, 通过青联、 青企

协、 青科协等组织形式, 培养人才、 引进人才、 服务人才, 建立

青年人才培养基地, 努力建设青年人才高地。

三、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主动推进。 要抓住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建的关

键契机, 认真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根本要求和创新特点,

坚持党建带团建, 分步骤分层级主动做好对接, 争取将团建工作

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党建的总体规划, 以团工委等形式建

立专门机构, 配强干部力量, 保障必要资源, 为做好团的工作奠

定良好基础。

2. 深入研究, 大胆创新。 要加大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

研究力度,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 结合团的实际谋划和

推进各项工作, 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借助自由贸易试验

区聚焦改革、 鼓励创新的机遇, 针对一些长期制约团的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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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性、 关键性问题, 积极主动进行实践探索, 努力为全团积

累经验。

3. 完善制度, 强化保障。 要着眼工作的规范化、 机制化,

结合工作中出现的新需求、 新特点, 及时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

进一步细化操作流程, 积极推动贯彻落实。

4. 及时总结, 注重提炼。 要及时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进行梳理, 提炼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努力形成可供在更大

范围内推广的工作模式。 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团组织之间要加强沟

通协调, 相互借鉴经验做法, 协同推进探索创新。

各地要将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共青团工作的有关情况, 及时

报送团中央办公厅。

联 系 人: 刘摇 钊

联系电话: 010-85212379

电子邮箱: diaoyanchu@ sina. com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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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