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知如下。

一、 目标任务

在互联网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建立基层团组织, 在互

联网产业集中的地区、 园区建立行业团组织。 探索团组织和团员

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 服务青年需求和行业单位发展, 提高团组

织对行业团员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

群众基础。

二、 工作内容

1. 加强沟通联系。 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本地区互联网行业单

位分布、 构成特点、 运营状况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 发挥网信办

等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能, 借鉴非公企业团建经验, 建立起团

组织与互联网行业单位的联系渠道。 要把互联网行业单位及青年

骨干纳入区域化团建总体工作格局, 调动其积极性, 引导其积极

参与团的工作和活动, 吸纳其成为团的工作资源和工作力量。

2. 成立行业团组织。 条件成熟时, 成立全国互联网行业团

工委, 设在中央网信办, 为共青团中央派出机构, 受中央网信办

和共青团中央双重领导。 条件成熟的地区, 要成立互联网行业团

工委或共青团工作指导和推进委员会 (以下简称 “团指委冶),

按职责开展行业团建工作。

互联网行业团工委 (团指委) 主要职责如下: 研究制定行

业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规划、 制度、 政策, 组织实施重要工作项

目; 开展行业青年思想工作状况调研, 加强行业青年的素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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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思想引导; 代表和维护行业青年的合法权益; 指导行业团组

织加强组织建设工作; 完成网信办和共青团交办的其他工作。

若成立团工委, 可将团员青年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或者在行业

内有较大影响力的行业内所属单位团的组织关系划归行业团工

委。 若成立团指委, 则不改变行业所属单位团的组织隶属关系。

互联网行业单位团组织无论组织隶属关系如何, 都应参加行业团

工委 (团指委) 开展的工作和活动, 都要接受行业团工委 (团

指委) 的工作指导。

3. 建立基层组织。 凡有 3 名以上团员的互联网企业、 事业

单位、 社会组织应按照团章规定建立团组织。 已建立党组织的单

位要在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组织。 推动互联网领域各级

青联委员以及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 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

青少年新媒体协会会员所在单位建立团组织。 网信办以及行业管

理部门要帮助团组织在其直接联系管理、 工作基础较好的单位建

立团组织。 对于暂不具备建团条件的互联网单位, 要创新团的组

织建设和设置方式, 既可以先行建立青年社团、 青年工作委员会

等, 再适时建立团组织; 也可以采取区域共建、 企业联建等方

式, 灵活设置团的组织。

在互联网产业集中的工业园区、 科技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立团组织, 明确园区团组织关于互联网行业团建的工作职能,

推动园区相关单位建立团组织。

4. 选优配强团干部。 要创新选任方式, 把那些热心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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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工作、 思想素质高、 工作能力强、 在青年中有较高威信的

优秀团员或青年党员选拔为基层团组织负责人, 充实基层团的委

员会, 壮大互联网行业团干部力量。 要为互联网行业团组织配备

专门工作力量。

把新任职互联网行业团干部纳入各级团干部年度培训计划,

帮助他们掌握团的基本知识和工作方法, 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

提高服务团员青年和行业发展能力。 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管理考

核和激励约束办法, 特别要围绕增长才能、 拓展交往、 获得认

同、 融入组织等方面, 设计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激发团干部的

工作积极性。

5. 开展服务团员青年等工作。 按照建设基层服务型团组织

的总体要求, 结合互联网行业及其从业青年特点, 以扩大联系和

有效服务为重点, 围绕青年成长成才、 身心健康、 就业创业、 社

会融入、 婚恋交友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特别是在搭建青年职

业发展平台、 增进青年交流交往交友、 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等

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努力使互联网行业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行

业内青年的坚强堡垒。 充分利用行业特点和优势, 创新服务团员

青年载体, 通过建立网络团组织、 运用新媒体工具等途径, 扩大

服务团员青年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 工作方法

1. 突出重点。 发挥重点单位团建示范作用, 率先推动互联

网行业龙头企业、 影响较大的互联网企业以及规模以上互联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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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立团组织。 积极推动已建立党组织, 有一定工作基础、 建团

积极性较高的单位建立团组织。 带动其他工作难度较大的单位以

及中小企业建立团组织, 逐步实现行业全覆盖。

2. 党建带动。 坚持党建带团建, 借助党建工作在互联网行

业取得的新格局和新成果, 紧跟党建步伐建组织, 借助党建机制

活组织, 争取将互联网行业团建纳入行业党建工作考核。 对于没

有建立党组织或者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 可以先建立团的

组织。

3. 行业推动。 互联网行业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共青团组织

推动互联网行业团建工作。 要充分发挥对互联网行业的联系、 指

导和监管作用, 直接推动部分互联网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建立团组织。

4. 区域联动。 地方团组织要运用区域化团建工作的经验,

把互联网行业团建工作融入区域化团建工作格局, 努力实现组织

互通、 资源共享、 活动同办、 人员相融, 帮助互联网行业团组织

更快活跃工作, 为互联网行业团建注入动力、 增添活力。

5. 抓住关键。 抓住企业负责人这个关键, 主动加强联系沟

通、 增进工作了解, 加强组织吸纳, 积极争取他们的认可和支

持, 为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氛围, 争取必要的人员、 资源和制

度保障。

四、 工作要求

1. 建立工作机制。 各级团组织、 网信办等行业管理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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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研究本地区互联网行业发展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成立互联

网行业团建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工作机制, 定期研究推进工作,

明确工作举措, 细化考核措施, 为互联网行业团建工作提供组织

制度保障。

2. 明确工作职责。 各级团组织、 网信办等行业管理部门要

各司其职, 共同做好互联网行业团建工作。 团组织要加强与网信

办等行业管理部门的沟通, 深入开展摸底调研, 对互联网行业团

建提出工作方案, 积极推动互联网行业团建工作, 并将其纳入共

青团工作整体格局。 各级网信办等行业管理部门要帮助团组织建

立与互联网行业单位的联系, 积极推动在互联网产业集中的重点

地区建立行业团工委, 加强对行业团建工作的领导, 提供必要的

工作保障。

3. 把握工作进度。 2015 年, 重点推动在互联网产业集中的

地区建立互联网行业团工委, 推动已建立党组织的互联网企业建

立团组织, 推动重点龙头企业、 行业影响较大的互联网企业建立

团组织。 2016 年, 重点发挥互联网行业团工委 (团指委) 的统

筹指导作用, 持续推动符合建团条件的互联网行业企业、 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建立团组织。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联 系 人: 孙摇 波

电摇 摇 话: 010-85212768摇 85212072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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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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