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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安徽省委组织部文件
皖青组〔2017〕9 号

转发《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团干部协管工作的通知》

各团市、县（市、区）委，省直团工委、省国资委团工委，各直

属高校、企业团委，各团省委驻外团工委，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

省武警总队团指委：

根据团中央相关要求，现将《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团干部协管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共青团安徽省委组织部

2017 年 3 月 20 日



共 青 团 中 央 办 公 厅 文 件
中青办发 也2017页 2 号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团干部协管工作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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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党章》 《团章》 有关规定, 为贯彻落实 《共青团中央

改革方案》 中关于 “规范干部协管工作冶 的要求, 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团干部协管工作, 推动地方团委协助党委从严选拔、 从严

管理团干部, 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 协管范围

《党章》 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 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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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的委员会领导, 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 根据中央印发

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

例 (试行)》 和中组部印发的 《关于干部双重管理工作若干问题

的通知》 等文件规定, 共青团的干部管理, 以党委管理为主, 团

组织协助管理; 团的地方委员会领导班子及成员接受上级团委协

管; 团的地方委员会成立党组的, 党组成员职务的任免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执行。

二、 主要协管内容

1. 对下级团委领导班子任免、 调动提出意见建议。 根据下

级团委领导班子配备的实际情况, 主动向其同级党委提出调整配

备建议。 团委领导班子成员 (含挂职、 兼职干部) 的任免, 同

级党委应当事先征求上级团委的意见; 相关团委要主动了解情

况, 认真提出协管意见。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建立完善下级团委

班子及干部配备情况统计通报制度, 定期向相关党委通报配备

情况。

2. 参与下级团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考察。 根据有关规定, 调

整配备领导班子考察干部时, 相关党委要事先邀请上级团委参

加, 上级团委要积极配合, 一般不要重复考察。 考察干部上级团

委没有参加的, 相关党委在考察后应向上级团委通报情况。 上一

级团委必须参加下一级团委领导班子正职的推荐考察, 对于副职

的考察要力争参加。 换届时, 上一级团委必须参加下一级团委领

导班子的推荐考察。

3. 协助做好下级团委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 加强各级团

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 教育引导团干部坚定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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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常态化开展成长观教育, 教育引导团干部忠诚、 干净、 担

当。 团的领导机关班子要将成长观教育作为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

容, 在征求团干部、 团员代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认真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上级团委应派员列席会议。

4. 协助做好下级团委领导班子考核。 对下级团委领导班子

定期开展工作考核, 了解其推动当地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有关情

况, 并形成工作评价、 提出工作建议。 对下级团委领导班子的考

核评价结果, 要及时反馈其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帮助其全面了解

班子成员工作情况。 下级团委班子成员因挂职、 借调、 学习培训

等原因离开岗位或出现受党纪政纪处分等情况的, 要及时报告上

级团委。 坚持和完善下一级团委向上一级团委年中述职制度。

5. 指导和规划下级团委干部培训。 落实团干部教育培训规

划要求, 针对各级团的领导班子成员开展任职培训和专项培训,

突出抓好新任职领导班子成员培训。 指导推动下级团委分级分类

开展教育培训, 做好网络在线培训, 不断提高团干部思想政治素

质和业务能力。

三、 有关要求

1. 高度重视协管工作。 抓好协管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从严治团的重要内容, 各级团组织要认真履职尽责, 抓好协管工

作各项任务的落实。 团中央将每年定期开展协管工作专项督导检

查, 每年派员参加各省级团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每年年底前, 各

省级团委组织部要将本年度干部协管工作情况书面报告团中央组

织部。

2. 严格执行协管制度。 各级团组织开展协管工作, 贵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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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动, 重在考察考核。 要熟悉掌握协管工作内容和程序, 严格

执行协管规定。 要以抓好对下级团委班子工作的督导检查、 考核

评价为重点, 积极配合党委组织部门按程序做好协管工作, 积极

推动完善协管工作制度和机制建设。

3. 主动向党委组织部门汇报沟通。 争取相关党委及组织部

门的重视支持, 加强沟通交流, 通过工作简报、 团报团刊等方

式, 经常性向相关党委及组织部门负责同志报送团的工作情况。

上级团委负责同志要主动与相关党委负责同志汇报沟通, 介绍下

级团委领导班子工作和建设情况, 征求党组织对于共青团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4. 参照有关要求做好对基层团委领导班子的协管。 根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 等文件规定, 乡、

镇、 街道、 村、 社区、 企业、 机关、 学校、 科研院所、 社会组织

等团的基层委员会领导班子及成员应接受上级团委协管。 各地要

参照团的地方委员会协管规定, 规范和加强团的基层团委领导班

子的协管工作。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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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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