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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全团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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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

定》 部署, 落实 “学懂、 弄通、 做实冶 的要求, 现就全团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全

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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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续写新篇章

的历史性盛会。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全党全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 共

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只有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十

九大精神, 才能更好履行党赋予的职责使命, 更好团结带领广大

团员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始终紧跟党走在时代和青年

的前列。 共青团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 应当坚持与共产党员同

样的政治标准, 只有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才能更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更好发挥在青年中的模范带头作

用。 当代青年将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坚力量,

只有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才能更好了解把

握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势、 找准自身成长发展的正确路径, 在实

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共青团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必须从原原本本认真学原

文做起, 坚持全面准确。 要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 着

重把握以下 10 个方面: 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的主题, 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 深

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深刻领

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 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深刻领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深刻领会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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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 深刻领会国防和军队建设、 港澳台工作、

外交工作的重大部署, 深刻领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

部署。

共青团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必须抓住重点、 面向青

年。 要把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上, 聚焦到 5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上, 聚焦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的深

远影响上, 聚焦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聚焦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深受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拥护和信赖的领导集体上, 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

护、 人民爱戴、 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

二、 认真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各级团组织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

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主线,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全体团干部、 覆盖广大团员、 带动

更多青年, 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冶、 坚定 “四个自信冶。

1. 组织团干部带头学习。 各级专职、 挂职、 兼职团干部要

带头全面学习、 完整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当好团员青年的表

率; 专职、 挂职团干部要有更高要求, 做到先学一步、 学深一

层。 要原原本本、 逐字逐句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 通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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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中心组、 座谈会、 报告会等方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要注

意精选辅导材料, 持续关注、 及时学习中央编辑出版的新读本、

新教材, 运用好各级党政推荐的学习材料。 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党课团课、 团干部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 组织开展系列培

训。 今年 12 月底前, 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的干部应当全面掌

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主要内容, 准确理解对共青团的新要求。

2. 组织团干部深入基层深入青年开展宣讲。 从现在起到明

年初, 坚持逐级动员、 全员参与, 组织各级专职、 挂职团干部深

入基层团支部和 “青年之家冶 等活动阵地, 广泛开展小规模、

互动式、 灵活生动的面对面宣讲交流。 着力增强宣讲的针对性、

生动性、 思想性, 紧密联系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

就和历史性变革、 青年发展事业取得的重大进展、 广大青年关心

关注的具体问题,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 讲明白, 让青年听

得懂、 能领会、 可落实。 团中央书记处同志带头深入基层团支部

开展宣讲交流活动。 今年 12 月底前, 每名专职、 挂职团干部至

少到 3 个基层团支部开展宣讲交流活动。

3. 广泛发动基层团组织开展专题学习。 把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作为增强共青团员先进性的核心要求, 作为 “学习总书记讲

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冶 教育实践常态化、 制度化的主体内容, 发

动基层团组织联系自身实际, 通过主题团日、 专题组织生活会、

宣讲报告、 学习座谈、 征文演讲、 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 在各行

各业的团员青年中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今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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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 每个团支部至少开展 1 场集中性专题学习活动。

4. 面向不同青少年群体分类开展学习宣传。 面向中小学和

中职学生, 着力突出成就教育和情感教育, 引导他们深刻领会党

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不断增进对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拥护和爱戴。 面向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

注重从学理和实践等不同层面加强深入学习,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

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正确认识

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增进政治

认同、 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 面向青年农民、 青年职工等职业青

年, 紧密结合其关注的现实问题, 着力加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政策解读, 增进他们对党的信心、 信任和信赖。 面向各领域新兴

青年群体、 青年社会组织成员等, 要更多结合新时代大背景大舞

台、 共同梦想、 共同目标等内容开展宣传, 激发他们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理想追求。 各级青联、 学联以及青企协、 青科协、 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等青年组织和社团, 要面向各自联系的青年群

体, 广泛组织学习宣传和培训活动,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各

界青年。 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形象化、 情感化、 榜样化宣传,

用孩子们听得懂、 记得住的语言和具体、 直观、 生动的方式, 向

少先队员讲解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5. 综合用好各类宣传媒体。 组织各级各类团属宣传舆论阵

地普遍开设系列专栏和话题, 通过新闻报道、 人物访谈、 理论文

章、 青年感悟等形式, 持续开展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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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宣传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 重要观点、 重

大论断、 重大举措, 宣传党的十九大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引起的热

烈反响, 报道各地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生动事例和良好风貌。 注重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 主动制作、 推

介和传播内容准确、 形式丰富、 感染力强的文化产品。

三、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全团统一部署,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1. 认真落实领导责任。 各级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

任人, 要务实谋划、 主动参与、 持续督促,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

到支部、 取得实效。 各级团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示范, 深入团

员青年中去了解情况, 及时纠正各种形式主义现象。

2. 牢牢把握正确导向。 旗帜鲜明地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

思想、 凝聚力量, 做到不含糊、 不放松。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 切实加强对各级各类团属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 绝不给

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对错误观点和歪曲解读, 要积极引

导、 及时辨析, 解疑释惑、 明辨是非。

3. 充分照顾青年特点。 注意把握青少年的思想认知规律、

话语体系特点, 积极探索青年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方式, 采取

富有时代特色、 体现实践要求的方法, 既要有统一要求, 又要生

动活泼广泛开展特色鲜明、 富有实效的学习教育活动。 注重运用

好各类新媒体平台和新技术新应用手段, 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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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感染力。

各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情况要及时报团中央。

全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更好推动团的工作和建设的有关安

排, 将在团中央常委会和全委会上另行研究部署。

共青团中央

2017 年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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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