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 为推动青年文明号活动持续深入发展, 共青团中央、 最高人

民法院、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司法部、 自然

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应急部、 国务院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市场监管总局、 广电总局、 中国银保监会、 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21 家全国创建 “青年文明号冶 活动组委会成

员单位决定联合开展 “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冶 评选

工作。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评选原则

1. 申报集体须符合 《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

且按要求完成创建报备工作 (本届评选报备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 如确有特殊情况, 请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以书面

形式正式来函说明原因。

2. 科学确定 “全国青年文明号冶 的组成结构, 原则上推报

集体中往届 “全国青年文明号冶 占比应约为 40% 。

3. 坚持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保证评选过程的规范性

和严肃性, 鼓励采用竞争性办法差额遴选推报集体。

二、 评选标准

1. 符合 《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的相关要求, 工作业

绩在本行业 (系统)、 本地区同类集体中有较强的示范性、 代表

性、 影响力。

2. 创建工作深入扎实, 务求实效, 载体有形, 氛围浓厚,

青年参与广泛, 具有社会影响, 在服务本职工作、 促进青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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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3. 自觉践行职业道德, 掌握过硬本领, 具有创新活力, 为

促进本单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自觉服务行业改革发展、 积极参

与社会建设, 具有较高的行业和社会评价。

4. 团组织健全, 团干部、 团员能够发挥带头作用, 团组织

自身工作活跃, 并积极参与本行业 (系统)、 本地区团的重点

工作。

5. 在 2017—2018 年期间, 集体发生安全事故或其他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或集体、 集体成员有违法违纪的, 不得

推报。

三、 评选范围

1. 团组织独立评选的序列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中央和国家机关, 民航、 注会等

行业的评选工作, 由地方或行业团组织在团中央指导下组织

实施。

2. 联合各行业 (系统) 评选的序列

法院、 发展改革、 公安、 司法行政、 住建、 交通运输 (含快

递)、 水利、 商贸、 卫生健康、 央企、 海关、 税务、 广电、 金融、

供销、 铁道等 16 个行业 (系统), 由团中央联合行业主管部门组

织评选工作, 并联合下发评选通知和命名文件。 其中, 原出入境

检验检疫系统评选工作纳入海关序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选工

作纳入广电序列。 海关、 税务等行业的基层创建集体由于机构改

革, 存在职能融合、 队伍整合的实际情况, 重组集体参加本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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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 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集体成员和领导班子比较稳定或工

作接续良好, 原集体成员人数占比 50% 以上, 能够持续开展创建

工作, 保持良好的创建质量等, 集体基本条件符合 《青年文明号

活动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 另外, 原海洋系统、 原消防系统、 原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和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系统 (除出入境检验检

疫系统外) 评选工作由团中央分别联合自然资源部、 应急部、 市

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

上述行业 (系统) 名额分配、 遴选考察、 公示推报等工作,

由行业主管部门归口负责, 遴选考察须征求省级地方团委意见或

联合实施。

除海洋、 消防、 工商行政管理、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系统外,

隶属于自然资源部、 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 (总局) 管理

的其他业务序列的报备集体的评选工作, 纳入团组织独立评选的

序列。 原旅游行业的报备集体的评选工作, 纳入团组织独立评选

的序列。

四、 名额分配

1. 为适应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在推进的形势, 本着平稳过

渡的原则, 以 《关于开展 “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冶

创建工作的通知》 中确定的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的名额基数

为基础, 确定本届 “全国青年文明号冶 申报集体的分配名额。

2. 为提高评选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

可根据实际情况, 以不超过申报集体分配名额数量的 20% 报送备

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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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关要求

1. 完成网上申评。 集体 (包括申报集体、 备选集体, 下同)

须按照本通知要求, 在完成集体自评工作后, 及时向活动主管部

门提交申请; 提交纸质材料时, 须同步完成 “青年文明号网络办

公协同系统冶 的 “申评材料冶 的填报。

2. 坚持好中选优。 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要高度重视、 严

格审核、 认真遴选, 确保报送的集体好中选优。 要通过查阅台

账、 实地考察、 征询意见等途径, 全面了解集体工作业绩、 日常

创建、 社会评价、 团建工作等情况, 积极采用差额推优、 公开竞

争等评选机制。 推报组委会办公室前, 须将集体名单和监督电话

等信息在管理单位官网或社会媒体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

公示。

3. 按时报送材料。 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须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五) 前, 将推报名单汇总表 (附件 3)、 推报工作

报告、 集体申报表 (附件 2, 一式两份)、 集体申报材料 (2000

字以内, 另附反映创建工作照片 2—3 张) 报组委会办公室 (纸

质版和电子版, 照片电子版)。 推报名单汇总表中应对申报集体、

备选集体分别进行排序, 并加盖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活动主

管部门公章。 申报材料用普通 A4 纸黑白打印, 不得过度包装。

4. 注重推报质量。 各行业 (系统)、 各地方要加强对推报工

作的质量管理和进度把控, 确保各项申报材料规范、 完整, 按时

报送。 如未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推报工作, 则视同放弃评选

名额。 各单位推报工作完成后, 不得再调换集体, 如申报集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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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名额分配表

(与各行业系统联合开展部分)

行业 (系统) 名额分配数量

法院 19
发改委 (含物储) 20 (含物储 5 个)

公安 120
司法行政 13

自然资源 (海洋系统) 10
住房城乡建设 108

交通运输 (含快递) 114 (含快递 8 个)
水利 14
商贸 21

卫生健康 119
应急管理 (消防) 系统 8

中央企业 179
海关 53
税务 130

市场监督管理 (含个私协) 55 (含个私协 22 个)
广电 (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含总台 3 个)

金融 128
供销 12
铁道 29
合计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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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名额分配表

(团组织独立开展部分)

省份 (系统) 名额分配数量 省份 (系统) 名额分配数量

北摇 京 17 广摇 东 23

天摇 津 17 广摇 西 12

河摇 北 18 海摇 南 9

山摇 西 18 重摇 庆 18

内蒙古 14 四摇 川 18

辽摇 宁 18 贵摇 州 9

吉摇 林 17 云摇 南 9

黑龙江 15 西摇 藏 6

上摇 海 25 陕摇 西 15

江摇 苏 23 甘摇 肃 11

浙摇 江 23 青摇 海 9

安摇 徽 17 宁摇 夏 6

福摇 建 18 新摇 疆 12

江摇 西 1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山摇 东 25 中央和国家机关 33

河摇 南 22 民航 22

湖摇 北 18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6

湖摇 南 13

合摇 计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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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申报表

青年集体名称

职工总人数
青年职工人数及

比例

40 周岁以下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年龄

通讯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手机 微信号

网络办公协同
系统账号

已获青年文明号
级别

获得时间

集体简要事迹

简要事迹不多于 500 字, 申报创建材料 (2000 字以
内) 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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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意见淤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地市级主管部门意见于 地市级团委意见盂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省级主管部门意见榆 省级团委意见虞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主管部门意见愚 全国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意见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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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填表说明:

1. “青年集体冶 是指在生产、 经营、 管理和服务中创建并经过活动组织管理部

门认定的, 体现高度职业文明、 创造一流工作业绩的青年集体, 应为建制稳定的班

组、 车间、 厂站、 科室等, 原则上团支部、 团委以及整建制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不

得推报。

“青年集体名称冶 应参考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规范名称或集体正式名称, 名称应

与 “推报名单冶、 “创建材料冶 中的名称保持一致且用字固定。 一般应写明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地级市, 或上级集团公司等相关信息, 如: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检察院公诉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南湖加油站。

2. “青年人数及比例冶 分别填写 35 周岁以下青年人数和青年人数占职工总人数

的比例。

3. “职务冶 应填写 40 周岁以下负责人即号长现担任的最高职务, 包括党团职

务。 担任两个职务以上的, 要同时填写, 如: “经理、 党支部书记冶 等。

“微信号冶 填写号长个人微信号。

4. “已获青年文明号级别冶 填写 2016 年底之前的青年文明号最高级别荣誉,

如, 全国青年文明号; “获得时间冶 届期制填写创建年度, 如, 2015—2016 年度全

国青年文明号; 非届期制填写荣誉获得时间, 如, 1996 年全国青年文明号、 2004 年

全国青年文明号。

5. “集体简要事迹冶: 包括集体简介、 工作情况、 曾获荣誉、 主要创建成果等内

容, 应集中体现创建的特点和亮点, 不多于 500 字。

6. “集体创建材料冶: 着重介绍青年集体创建经验和先进事迹, 通过创建实现管

理一流、 服务一流、 人才一流、 业绩一流的情况, 以及践行和弘扬职业文明的有关

情况 (2000 字以上)。

7. 填写 “部门意见及加盖公章冶 部分, 与行业系统联合开展的, 须填写栏目淤

于盂榆虞愚。

金融、 中央企业、 铁道行业 (系统) 的推荐集体, 须填写淤榆虞愚。

8. 团组织独立开展部分, 省级地方团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推荐的集体,

须填写淤盂虞;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 全国民航团委推荐的集体须填写淤虞愚;

注会行业推荐的集体须填写淤榆虞愚;

9. 表格统一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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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汇总表

推报行业 (系统) / 地方 (盖章)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序号 申报集体 排序 备注

序号 备选集体 排序 备注

备注: 本表申报集体和备选集体名称须与申报表 (附件 2) 中的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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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国创建 “青年文明号冶 活动联系监督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 监督电话

全国创建 “青年文明号冶 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
010—85212322

最高人民法院 010—67557987

发展改革委 010—68501168

工业和信息化部 010—68205879

公安部 010—66262703

司法部 010—65153692

自然资源部 010—66558635

住房城乡建设部 010—58934303

交通运输部 010—65293460

水利部 010—63202904

商务部 010—6519751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010—68792048

应急部 010—83933288

国务院国资委 010—6319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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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010—65194844

税务总局 010—63417382

市场监管总局 010—88650910

广电总局 010—86093622

中国银保监会 010—66278505

供销合作总社 010—66051697

中国铁路总公司 010—5184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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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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