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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审核命名和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领导小组: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贯彻实施中央关于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意

见和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 有关部署, 充分

调动基层工作力量,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

防工作, 依据 《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指导意见》, 决定开

展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审核命名和 2018—

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动。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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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审核命名

1. 省级推荐。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对已推报并备案的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进行认真审核、

择优推荐。 每个省份的每个行业 (系统) 推荐单位原则上不超

过 2 个, 推荐单位必须是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被命名的省级 “青

少年维权岗冶 单位。

2. 分行业 (系统) 审核。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各有

关行业 (系统) 主管部门, 对省级推荐单位创建活动进行审核。

依据创建期内对创建单位检查情况和创建期满审核结果, 确定每

个行业 (系统) 符合标准的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

岗冶。

3. 公示命名。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对拟命名的 2016—

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集中公示。 对公示无异议的单

位正式命名并授予牌匾。

二、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动

1. 省级申报。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组织符合条件的相

关行业 (系统) 基层单位申报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

权岗冶 创建单位。 申报单位必须是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并符

合 《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指导意见》 中规定的基本创建

标准和分类创建标准。 每个省份的每个行业 (系统) 申报单位

原则上不超过 6 个。

2. 审核备案。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对省级申报单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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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将符合标准的确定为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

岗冶 创建单位。 创建单位备案后, 正式进入两年创建期。

3. 创建指导。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创建单位

的工作指导。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将在创建期内对创建单位进

行不定期检查, 创建单位在此期间内一旦出现不符合工作标准的

情形, 将被取消创建资格。

三、 工作要求

1. 加强工作指导, 深化各级创建。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要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意见和 《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 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各级创

建活动, 建立健全省、 市、 县三级创建工作体系, 织密筑牢青少

年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 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

全感。 要加强和改进各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协调联动机

制, 推动成员单位结合本行业 (系统) 工作职责, 加大对创建活

动的指导力度, 及时研究解决青少年维权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逐步形成具有行业特点的青少年维权服务形式和工作机制。

2. 完善管理机制, 强化激励保障。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

组要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妥善整理保存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台账资料, 并指导地市级、 县级做好相关工作。 认真做好已命名

“青少年维权岗冶 单位的复核工作, 对不再从事青少年权益保护

工作的单位, 以及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合并或撤销的单位, 其 “青

少年维权岗冶 称号自动取消; 对出现重大工作失误或其他严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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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创建标准问题的单位, 应撤销其 “青少年维权岗冶 称号。 各

级共青团组织、 法院、 检察院、 公安、 司法行政等部门要落实好

本系统 “青少年维权岗冶 管理激励办法, 其他行业 (系统) 要

研究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 各级综治组织、 共青团组织要将创建

活动纳入综治 “预青冶 考核体系, 细化考评内容和标准, 强化

工作责任和推动。

3. 提升品牌效应, 夯实基层基础。 各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要坚持青少年权益的特殊、 优先保护原则, 将创建活动与青少年

法治教育、 青少年成长环境治理、 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

“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 (村)冶 创建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

不断丰富创建工作内涵, 拓展创建工作载体。 要深化各级 “青少

年维权岗在行动冶 工作, 组织动员 “青少年维权岗冶 及创建单

位, 广泛开展法治教育、 自护教育、 便民服务等集中活动, 以实

际行动擦亮品牌、 形成声势。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渠道, 加大宣传

力度, 挖掘成功典型, 强化示范引导, 带动基层青少年维权工作

提升和活跃。 鼓励聘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 青少年

工作者等担任监督员, 加强对创建活动和维权工作的监督。

请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认真组织创建单位填写 《2016—

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表》 (附件 2), 审核盖章

后汇总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单位汇总

表》 (附件 3), 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前集中邮寄至全国创建 “青

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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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推荐材料一式两份, 并提交电子版。

填写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申

报表》 (附件 4)、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

单位汇总表》 (附件 5), 审核盖章后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邮寄

至全国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团中央维

护青少年权益部)。 申报材料一式两份, 并提交电子版。

联 系 人: 梅摇 峰摇 李天国摇 陈摇 勇

电摇 摇 话: 010—85212132摇 85212612摇 85212614

传摇 摇 真: 85212614

地摇 摇 址: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10 号权益部

邮摇 摇 编: 100005

电子信箱: zyzzwyfb@ sina. com

附件: 1.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范围

2.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表

3.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单位

汇总表

4.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

申报表

5.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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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领导小组

(共青团中央代章)

2017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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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范围

符合 《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指导意见》 (中青联发

也2010页 34 号) 的有关标准, 自觉履行自身职能和社会功能, 在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的相关行业 (系统) 基层单位。

所涉及行业 (系统) 的单位主要包括: 基层人民法院及少

年法庭; 基层人民检察院及侦查监督、 公诉、 监所检察、 未成年

人检察等工作部门; 幼儿园、 中小学校、 职业院校、 专门学校、

青少年教育研究机构; 公安机关治安、 刑侦、 禁毒、 监管、 交

警、 消防、 网监部门的基层科、 所、 队; 基层民政部门、 收养工

作机关、 儿童福利机构、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中心; 基层司法所、 法律服务所、 律师事务所、 公证处、 监

狱、 未成年犯管教所、 法律援助中心; 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职业培

训机构; 基层文化行政部门、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公益性文

化单位; 基层工商所; 基层质量技术监督局、 基层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基层广播电台 (站)、 电视台相关栏目及新闻出版单位、

新媒体单位及栏目; 县 (市、 区、 旗)、 乡镇 (街道) 综治办;

乡镇 (街道) 综治工作中心; 基层团组织、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

台、 青少年公益类服务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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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表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何时被命名为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称号

事

迹

材

料

(3000 字左右,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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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主管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省级团委代章)

年摇 月摇 日

全国
行业
系统
主管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全国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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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单位汇总表

填报省份 (盖章): 2017 年摇 月摇 日

行业 (系统) 推荐单位 被命名为各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情况

法院系统

x x 县人民法院

少年审判庭

如: 2014 年 12 月, 被授予 x 市 “青少年

维权岗冶; 2015 年 12 月, 被授予 x 省

“青少年维权岗冶 ……

检察院系统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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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何时被命名为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称号

创

建

方

案

(1000 字左右,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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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主管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省级团委代章)

年摇 月摇 日

全国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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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2019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汇总表

填报省份 (盖章): 2017 年摇 月摇 日

行业 (系统) 创建申报单位 被命名为各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情况

法院系统

x x 县人民法院

少年审判庭

如: 2014 年 12 月, 被授予 x 市 “青少年

维权岗冶; 2015 年 12 月, 被授予 x 省

“青少年维权岗冶 ……

检察院系统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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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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