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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全团 “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冶
活动方案》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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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 《2017 年全团 “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冶 活

动方案》 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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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团 “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冶
活动方案

按照团中央书记处要求, 今年将在全团继续开展 “走进青

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冶 活动。 有关安排如下。

一、 活动主题

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

二、 时间安排

团中央机关分两批开展活动。 第一批时间为 7 月 31 日至 8

月 18 日, 9 月 1 日 (星期五) 前提交工作报告。 第二批时间为 8

月 21 日至 9 月 8 日, 9 月 22 日 (星期五) 前提交工作报告。 第

一批人员相对集中, 各部门除留一名局级干部在机关处理日常工

作外, 其余局级干部均参加第一批调研。

三、 人员和地点安排

团中央调研组由书记处同志或局级干部带队, 人数一般 3 至

4 人。 办公厅按照均衡原则给各部门分配调研省份, 由各部门进

行内部调配、 分组并与地方团委进行对接, 分组情况报办公厅汇

总。 参加最近一批下沉的干部不参加本次活动。

四、 主要任务

活动期间, 团中央各调研组均应完成 5 项任务。

1. 调研问题, 提出对策。 每个调研组从题目清单 (附件 1)

中选择 1 个主题目, 也可同时选择 1 至 2 个副题目, 由办公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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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统筹后, 以调研任务通知单形式反馈调研组。 各调研组可根

据题目自主设计开展调研工作, 着眼未来一段时期内共青团事业

的创新发展, 针对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有关研究成果应

在提交工作报告时一并提交。

2. 检查成效, 督促落实 (附件 2)。 各调研组根据团中央第

一轮综合督导对各地的反馈意见, 逐项检查有关工作要求在基层

的整改落实情况, 尚未落实的要督促说明原因并制定整改计划。

结合 6 项重点工作中期考核结果, 督促所到省份团委按照全团统

一部署, 进一步推进重点工作。 检查各地其他工作项目的推进情

况, 收集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及时给出指导意见。 检

查督促有关情况要写入工作报告。

3. 谈心谈话, 作出评价。 每个调研组应与所到省份所有地

市级团委书记和不少于 80% 的区县级团委书记分别进行一次谈心

谈话, 了解他们对工作的认识和感受, 就下一步的工作给出有针

对性的指导意见。 活动结束后, 调研组应对该省份团干部的精神

面貌、 工作成效等作出整体评价, 写入工作报告。 同一省份有两

个以上调研组的, 相互间要做好沟通协调。

4. 联系青年, 了解社会。 调研组成员应结合 “1+100冶 工作

“五个一冶 制度要求, 参加 “一学一做冶 基层团组织活动、 志愿

服务活动等以团员、 青年为主体的活动, 充实个人 “1+100冶 工

作对象并加强日常联系。 有计划地了解和学习基层党政在开展脱

贫攻坚、 深化改革、 舆论引导、 民主协商等方面工作的情况,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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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层一线体验国情社情民情, 提高思想认识, 积累工作经验。

5. 梳理经验, 发掘典型。 各调研组应注重梳理和提炼基层

在破解全团共性问题上的好经验好做法, 发现行之有效的创新做

法和形象鲜活的典型人物。 每个调研组应围绕承担的调研题目提

炼若干具有示范借鉴意义的典型案例, 写入工作报告。

五、 工作要求

1. 认真开展谋划。 着眼为召开团十八大做好调研准备, 以

深化改革为主题, 系统研究当前工作中的牵动性、 瓶颈性问题,

对未来一段时期全团的重点工作进行初步谋划。

2. 加强工作指导。 把本次活动作为联系支持基层的重要抓

手, 在活动中尽可能广泛地接触基层团干部, 深入了解具体情

况, 认真研究突出问题, 及时为基层提供指导和帮助。

3. 密切联系青年。 自觉落实直接联系青年的各项制度要求,

有效回应青年提出的疑惑和困难, 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 要力争建立起经常性联系。

4. 严格作风要求。 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严格遵守

团中央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和团干部下基层调研的

相关规定, 扎扎实实深入基层, 展现优良工作作风。

各省级、 地市级团委要参照团中央有关安排设计和开展活

动, 于 10 月 13 日 (星期五) 前提交本级及所属地市级团委开展

活动的综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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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研题目备选清单

1. 影响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核心要素

可重点研究如何在海量的现象中抽象出一般的价值观塑造规

律, 如何对不同类型的思想引导工作手段进行具有指导意义的效

果评估, 如何根据影响力标准对思想引导工作对象进行深度区分

等问题。

2. 深化从严治团的实现路径

可重点研究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从严治团课题的背景和核心

要求, 团的自身特点对落实从严治团的客观要求, 从严治团概念

的内涵与外延, 如何从信念养成、 纪律约束等方面对深化从严治

团进行整体设计等问题。

3. 共青团先进性建设的实现路径

可重点研究少先队员 “全员入队冶 与少先队组织具有先进

性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共青团员思想领域开展先进性建设的

关键环节和工作抓手, 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挥共青团先进性的工作

机制建设等问题。

4. 新形势下的青年组织体系建设

可重点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组织体系建设提出的新

要求, 如何实现网络建团等新的组织方式与传统组织方式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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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因社会成员角色的多重性而对其进行多重组织覆盖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等问题。

5. 共青团专挂兼干部队伍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

可重点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化手段吸引优秀人才到团的岗位接

受锻炼, 如何激发在岗专挂兼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如何提升专

挂兼干部岗位匹配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等问题。

6. 建设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作资源整合机制

可重点研究如何在现有组织体系框架内实现工作资源的精准

供给和顺畅流转, 如何以工作牵动力为依据对存量资源进行优化

配置, 如何运用网络等新载体在更大范围内广泛争取资源等

问题。

提示: 每个课题均需提炼 2 至 3 个具有示范借鉴意义的典型

案例, 作为调研报告附件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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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督促检查工作任务清单

一、 检查综合督导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根据团中央第一轮综合督导对各地的反馈意见, 重点围绕改

革攻坚、 从严治团、 “一学一做冶 3 项工作, 逐项检查有关工作

要求在该省 (区、 市) 和基层的整改落实情况。

二、 检查其他重点项目的部署推进情况

1.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 贯彻落实。 一

是启动本地区青年发展规划制定工作情况。 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出台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为指导, 结合地方实际启动本地区青

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并注意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

专项规划相衔接, 争取纳入发展改革部门专项规划。 坚持规划的

社会发展规划子规划属性, 避免成为单一的共青团部门规划或服

务青年的工作规划。 省级团委牵头省级青年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

工作, 遵循规划制定出台的一般工作规律和工作程序。 参照改革

方案评估程序, 在正式出台前, 征求团中央规划办意见。 二是建

立落实规划的跨部门联席会议协调机制情况。 根据规划要求, 县

级以上都要建立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统筹协调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在本地区的落实, 协调本地区青年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

三是建立省级青年发展监测数据库情况。 结合实际建立规划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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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 开展年度数据监测, 建立和完善省级青年发展监测数

据库, 及时将有关数据报送团中央规划办。

2. 网上共青团建设。 一是 “青年之声冶 工作情况, 包括重

点工作的部署和督导、 探索开展网上思想引领工作、 与全团重点

工作项目有机融合、 提升平台运营的活跃度、 开展服务青年相关

活动、 加强品牌宣传推广等方面的情况。 二是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情况, 包括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队伍建设、 阵地的建设和运营、

参与重大任务、 落实共青团宣传思想工作产品化战略、 承接重点

项目和工作创新、 互联网企业团建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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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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