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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

宝市团组字〔2019〕19 号

关于当前推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
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

各团县（区）委、高新区团工委，局（委）团（工）委，市直

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团委：

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已列入中办、国办 2019 年中

央和国家机关督查检查考核计划。按照团省委统一安排部署，

为深入贯彻团中央、团省委全会精神，推动“全团大抓基层”

“全团抓学校”落到实处，现就当前推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

设几项重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6 月 15 日前将新发展团员全部录入“智慧团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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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全市各级团组织要结合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整理整

顿”阶段工作，将 2017 年以来新发展团员全部录入全团“智

慧团建”系统。

1.按照“谁发展，谁录入”的原则，各级团组织要系统梳

理 2017 年以来新发展团员情况，将新发展团员基本信息 100%

录入全团“智慧团建”系统，同时填写好新发展团员基本信息

表（附件 1-1），形成新发展团员名册，由团县（区）委、高

新区团工委统一汇总上报。2019 年新发展团员必须在团支部

大会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全部录入系统。

如 2017 年以来新发展团员因升学、就业等原因已发生流

动，由发展其入团的团组织担负主体责任，主动联系、推动促

使其现在所在团组织将其录入系统；如其现在无录入主体，则

由其入团所在团组织将其录入系统（如是学校团组织，则应在

系统按毕业年份建立往届毕业生临时团支部，并标记毕业年

份）。

2.各级团组织要逐级汇总、上报所属团组织新发展团员名

册，逐一对照发展团员编号号段，核查发展团员编号使用情况，

未使用的发展编号要进行登记、说明、上报，确保“号号有下

落，人人进系统”。各团县（区）委要将所属团组织新发展团

员名册（附件 1-1）和未使用编号（加盖团委公章）于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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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报团市委组织部。

二、6 月 15 日前以教统核团统，全面摸清学校领域团员

底数并入系统

各团县（区）委、高新区团工委要主动对接同级教育部门，

对照教育系统学生团员统计数据，逐个学校核实团员数量和名

单，各团县（区）委、高新区团工委要汇总形成所属学校学生

团员数量情况表（附件 1-2），确保将全部学生团员都找到，

并督促各学校团组织将学生团员基本信息 100%录入全国“智

慧团建”系统。要将民办学校作为重点，消除组织空白点，不

得出现成建制团员漏统、漏录现象。各团县（区）团委、高新

区团工委要对学校领域与教育系统统计学生团员数量差距超

过 5%的，做出详细情况说明。

三、以非公企业为重点扩大团的有效组织覆盖

1.重点推动规模以上、从业青年众多的非公企业普遍建

团。各团县（区）委要对本地区非公企业数量、规模和分布情

况等进行全面摸底，切实推进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地区规模

以上企业建团工作（附件 2），抓大带小，消除非公企业团的

组织覆盖盲区和空白点。对于已经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团员 3

人以上的必须同步建立团组织；对于尚不具备建团条件的企

业，要积极建立和发展由共青团主导的青年组织，开展团的工

作、发现和培养青年骨干，为建立团组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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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推动符合条件的团属社团组织中的非公企业会员

所在单位建团。要推动青联、青企协等团属社团组织中的非公

企业会员所在单位团员 3 人以上的全部建立团组织，汇总成表

（附件 2）。要将非公企业会员所在单位建团情况作为其参与

共青团各类评选表彰的重要条件。

3.重点推动非公企业青年聚集的各类园区和行业领域建

团。各团县（区）委、高新区团工委认真分析青年聚集特点，

重点在青年集聚的各类园区和互联网、快递服务、文化创意等

行业领域推动建立团的组织；要通过区域化团建、“青春驿站”

建设等，联系凝聚青年，从中发现和培养共青团工作的骨干力

量，开展团的工作、建立团的组织。

4.用足用好 11 条非公企业建团有效路径（附件 3）。各

团县（区）委、高新区团工委要彻底摸清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建团情况，并在持续推进组织整顿基础上，通过借助党建

工作格局和工作成果建团，依托行政部门力量建团，借助工会

组织网络和工作力量建团，依托行业协会建团，依托开发区、

高新区等企业聚集区域建团，借助团属社团推进会员单位建

团，发挥编外团干部和志愿者等群体作用推动建团，借助团的

品牌工作促进建团，依托企业总部推动分支机构建团，依托龙

头企业推动关联企业建团，根据青年沟通、联系和聚集的新方

式灵活建团等 11 条建团路径，不断扩大团的组织有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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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推进非公企业团建工作成果要体现、验证在全团“智慧团

建”系统中。

四、工作要求

1.抓好时间窗口，全市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到，6 月底

毕业的学生团员即将集中离校和进行团组织关系转接，时间紧

迫，任务艰巨，要迅速行动，抓紧推进，务必在时间节点前完

成相关工作任务。

2.采取有力措施，全市各级团组织要摸清和掌握底数，汇

总附件 1、附件 2 表格，并就学校领域与教育系统统计学生团

员数量差距超过 5%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由团县（区）委、

高新区团工委汇总加盖公章后于6月15日前报团市委组织部。

3.加强督导通报，团市委将对新发展团员录入“智慧团建”

系统比例低、学生团员数量漏统多的团组织进行公开通报和严

肃批评，对推进工作拖沓不力的团组织和负责人严肃问责。

团市委将于近期结合调研督导工作对各县（区）、高新区、

市直学校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对落实不力的团委进行全团通

报，对严重不负责任的下重手治理。

联 系 人：刘 妍 柏 丹

联系电话：3260718

电子邮箱：bjtswz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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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团员信息表（附表两张，学校填写，县区汇总）；

2.团组织覆盖情况表（附表四张，县区填写汇总）；

3.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团的 11 条路径（县区参照执行）；

4.2017-2019 年发展团员名额及编号号段分配表。

共青团宝鸡市委组织部

2019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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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1 年新发展团员基本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序
号

团员入团单位属地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民族
文化
程度

入团
年月

手机号码
发展团
员编号

入团时所在
支部全称

现所属团支部
全称

备注省 市
县

省直单位 市直单位

1

2

3

4

5

6

注：1.请分 2017、2018、2019 三个年度填写此表。

2.本表需涵盖本组织当年度全部新发展团员，除填报单位不涉及的属地信息外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

3.手机号码一栏须填写团员本人常用手机号码，若团员本人无手机则须在手机号码一栏填写监护人手机号，并在备注栏说明手机联系人姓名及与团员本人关系；

4..发展团员编号须与《入团志愿书》封面右上角发展编号一致；

5.入团年月以“年份-月份”的格式填写，如“2019-5”；

6.文化程度和民族请通过单元格下拉菜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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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共青团 委员会所属学校学生团员数量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单位所辖学校总数：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序
号

属地

学校全称
学校
类型

学生数 学生团员数量 团组织数 学校团委书记信息

备注省 市
县 学生总数

2019 年
毕业生数

团员
总数

2019 年毕业
团员数

团组
织数

团支
部数

2019 年
毕业班团

支部数
姓名 手机号码

省直单位 市直单位

1

2

3

4

5

注：1.本表需涵盖本级团的领导机关所属所有学校类型的团组织，除填报单位不涉及的属地信息外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

2.学校领域与教育系统统计学生团员数量差距超过 5%，要逐级做出情况说明；

3.学校类型中普通高校包括普通本专科及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等、普通中学包括高中、初中及特殊教育等，中等职业学校则包括普通中专和职业高中

和技工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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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团组织覆盖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省 市 县 企业名称 是否建立党组织

建立团组织情况

已建 未建

时间 类别
团组织主要负

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 计划建团时间

注：1. 请逐个企业填写；

2. 已建团组织是指规模以上非公企业总部建立团组织的情况；

3. 已建团组织类别包括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团支部；

4. 时间填写格式如“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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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园区团组织覆盖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省 市 县 园区名称 园区类别

建立团组织情况

已建 未建

时间 类别
团组织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计划建团时间

注：1. 请逐个园区填写；

2. 园区主要包括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其他；

3. 建立团组织情况是指园区本级团组织建立情况；

4. 园区类别请选择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5. 时间填写格式如“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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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团属社团非公企业会员单位团组织覆盖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省 市 县
非公企业会员

单位名称
团属社团类型

团属社团

层级

建立团组织情况

已建 未建

时间 类别
团组织主要负责

人姓名
联系方式 计划建团时间

注：1.团属社团类型是指青年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等；

2.已建团组织是指团属社团中的非公企业会员单位本级团组织建立情况；

3.团属社团层级包括全国级、省级、市级、县级；

4.时间填写格式如“2019-5”。



- 12 -

附件 2-4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团组织覆盖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省份 企业数量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建立团组织情况

已建 未建

时间 类别
团组织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计划建团时间

陕西省 5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批发业

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批发业

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零售业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制造业

注：1.时间填写格式如“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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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建 11 条路径

路径 1：借助党建工作格局和工作成果建团

用好党建带团建制度性安排，主动争取各级党委组织

部门支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团工作。

路径 2：依托行政部门力量建团

积极争取相关行政部门支持，以行政部门主管领域为

突破口，依托行政链条和管理模式，建立团的工作委员会，

联合下发建团文件，推进非公企业团建。

路径 3：借助工会组织网络和工作力量建团

借助各级工会的组织网络和工作力量，推动非公企业

建立团组织；积极与工会组织沟通联系，争取重视和支持，

对照建会企业名单认真梳理建团目标企业，联合下发工作

文件或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开展建团工作。

路径 4：依托行业协会建团

主动联系各类行业协会，特别是与地区产业特点结合

度高、凝聚了大量职业青年的行业协会，通过联合下发文

件、共同组织行业青年活动、成立行业共青团或青年组织

等推动行业内非公企业建团工作。

路径 5：依托开发区、高新区等企业聚集区域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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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各类产业园区、专业市场管理委员会和党组织支

持，强化产业园区团工委建设，积极与园区内企业建立工

作联系，注入工作品牌和资源推动非公企业建团。

路径 6：借助团属社团推进会员单位建团

充分依托青联、青企协、青商会等团属社会组织，集

中力量推动社团中会员单位建团，同时结合建团要求完善

会员入会资格等制度安排。

路径 7：发挥编制外团干部和青年志愿者等群体作用

推动建团

结合乡镇街道组织格局创新推进非公团建；发挥驻外

团工委作用，在本籍企业家所在企业中建团；将青少年事

务社工、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组织起来开

展非公团建工作。

路径 8：借助团的品牌工作促进建团

充分借助共青团的工作品牌，如青年文明号、青年岗

位能手、青年志愿者、希望工程、见习基地等的影响力，

把品牌工作延伸到相关经济组织中，在增进彼此合作关系

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团的组织。

路径 9：依托企业总部推动分支机构建团

根据集团型、连锁型企业的管理特点，把建团工作与

其分支机构管理有效结合起来，依托企业总部团组织推进

其分支机构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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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10：依托龙头企业推动关联企业建团

通过加强龙头企业团建，并借助龙头企业团组织的示

范带动作用，大力在关联企业开展团建工作。

路径 11：根据青年沟通、联系和聚集的新方式灵活

建团等方式

根据青年沟通、联系和聚集的特点，超越传统的组织

依附和行政格局，大力在楼宇、市场和社会组织中，通过

联合建团、依托建团、兴趣建团等方式开展团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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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2019 年发展团员名额及编号号段分配表
单位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分配名额（名） 发展团员编号号段 分配名额（名） 发展团员编号号段 分配名额 团员发展编号号段

凤翔县 1500
201761022001—
201761023500

1400
201861019001--
201861020400

1100
201961015001--
201961016100

岐山县 800
201761023501--
201761024300

800
201861020401--
201861021200

750
201961016101--
201961016850

扶风县 800
201761024301--
201761025100

800
201861021201--
201861022000

500
201961016851--
201961017350

眉 县 500
201761025101--
201761025600

600
201861022001--
201861022600

400
201961017351--
201961017750

陇 县 800
201761025601--
201761026400

800
201861022601--
201861023400

400
201961017751--
201961018150

千阳县 500
201761026401--
201761026900

600
201861023401--
201861024000

300
201961018151--
201961018450

麟游县 500
201761026901--
201761027400

600
201861024001--
201861024600

300
201961018451--
201961018750

凤 县 241

201761027401--
201761027497、
201761027551--
201761027604、
201761027611--
201761027700

297

201861024601--
201861024792、
201861024801--
201861024861、
201961024881--
201861024913、
201861024921--
201861024931

200
201961018751--
20196101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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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 300
201761027701--
201761028000

400
201861025001--
201861025400

200
201961018951--
201961019150

金台区 1000
201761028001--
201761029000

1001
201861025401--
201861026400、
201861029972

900
201961019151--
201961020050

渭滨区 1626

201761029001--
201761030500、
201761033668--
201761033793

1500
201861026401--
201861027900

800
201961020051--
201961020850

陈仓区 800
201761030501--
201761031300

900
201861027901--
201861028800

750
201961020851--
201961021600

高新区 854

201761031301--
201761031700
201761033794--
201761034247

404

201861028801--
201861029100、
201861024794--
201861024800、
201861024862--
201861024880
201861024914--
201861024920
201861024932--
201861025000、
201861029929--
201861029930

350
201961021601--
201961021950

备注：1.各县区、高新区对照年度发展团员编号分配情况，自查县域内编号使用情况，重点核查编号使用错误、未使用编号情况，

并及时上报团市委组织部沟通协调；

2.各局（委）团（工）委，市直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团委由团市委组织部反馈编号分配情况，及时做好系统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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