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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广大团员青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十九大冶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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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十九大冶 专题研讨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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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7 月 27 日, 中央有关媒体发布了讲话有关精

神, 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各级团组织要以新闻通稿

为依据, 结合团的工作实际, 及时把讲话精神宣传贯彻到广大团

员青年中去, 团结带领各族各界青少年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十九大重大意义的阐述,

把一切工作聚焦到党的十九大上来, 让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成为广大青少年一次难忘的政治教育。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研判,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个最大国情, 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切实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贯彻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

自觉性。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指

示, 坚定不移地把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 作为追求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深入武装到青

少年中去。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动摇加强党的建设

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

党的建设, 最广泛地把青少年团结凝聚到党的旗帜下。

要全面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一系列伟大成就, 切实增强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 要深刻认识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全党同志进行伟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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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中, 围绕国家

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观点,

构建起一个系统完整、 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为我们继续推

进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要深刻认

识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在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

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 开启了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程, 我国发展站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供了中国

方案。

要充分认识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取得, 最

根本的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于全党有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

最有威信、 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的总书记作为核心。 全团要更加

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思想上

深刻认同核心,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工作和学习;

在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

坚决执行、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在行动上紧紧跟随核心, 向

党中央看齐, 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经常对标, 校准行动, 扎实

推进改革攻坚、 从严治团工作, 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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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二、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青年工作思想, 把握共青团改革

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拓治国理政新境界的过程

中, 高度重视党的群团工作, 推动党的群团工作实现了重大理论

突破, 探索了有益制度创新, 取得了丰硕实践成果。 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从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出发, 高度重视、 十分关心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 亲

自关心和指导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出台,

对青少年成长和共青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

点,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青年工作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青年工作思想, 延续和发扬了我们党高度重视

青年、 关心青年、 信任青年, 把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寄托在

青年身上的优良传统, 深刻回答了我国青年运动从哪里来、 向哪

里去, 我们党培养什么样的青年、 怎样培养青年等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 把我们党对青年群众工作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历

史高度, 为共青团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

年群众工作,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全团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青年工作思想为指引, 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国青年运动时代主题、 当代青少年成长发展、 共青团工作和团

干部等方面的重要论述, 扎实推进共青团事业改革发展, 最大限

度地把青年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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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各级团组织要紧扣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一主

线, 精心组织、 广泛动员、 创新形式, 努力把各项工作落实、 落

深、 落细, 当前要重点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要把讲话精神纳入 “两学一做冶 学

习教育, 教育广大团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 团的领导机关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 以新闻通稿为依据,

通过中心组学习、 集体学习、 专题研讨、 个人自学等方式, 认真

领会讲话精神, 深入交流学习体会。 要结合 “走转改冶 活动和

常态化下沉基层、 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等

载体, 及时将讲话精神传达到各领域团员青年和基层团干部中

去。 要以深化 “一学一做冶 教育实践为依托, 广泛开展 “青春

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冶 主题活动, 坚持重在思想教育、

贵在青年参与, 精心设计青少年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线上线下

活动, 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科学理论、 伟大实践、 辉

煌成就、 成功经验教育团员青年, 努力讲好改革故事, 让广大团

员青年通过对国家发展变化的切身体会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进

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不断增强对党的信心、 信任和信赖, 不断增强对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拥护爱戴, 不断增强 “听党话、 跟

党走冶 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要大力强化网络舆论引导, 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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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十九大冶 “砥砺奋进的五年冶 等主题网络活动, 不断深化

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阳光跟帖冶 等载体, 在网络上大力弘

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努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

思想氛围和舆论环境。 要把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10 集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 作为学习讲话精神的参考教材, 不断扩大学

习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各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情况, 请及

时报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

2017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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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