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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科同志在团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6 月 29 日)

团的十八大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迈进新时代、

共青团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青春盛会。 党中央对这次大

会高度重视、 十分关心。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同

志以及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王沪宁同志代表党

中央向大会致词。 中央书记处直接指导大会有关筹备工作, 中央

办公厅、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政策研究室、 中央改革

办等中央有关部门对开好这次大会给予了具体指导和有力支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关心下,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

努力下, 团十八大开得很成功, 是一次充分展示当代青年昂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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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风貌、 矢志不渝紧跟习近平总书记这位党的核心和人民领袖

的团结的大会, 是一次充分展示共青团改革发展新气象、 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建功新时代的奋进的大会。

今天上午, 团十八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中央委员会; 下午

的全会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中央常委会、 书记处。 这意味着共

青团事业发展的历史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 这是光荣, 更是

责任。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忠实履职、 勤奋工作, 不断推动新时代共青团

工作取得新成绩、 迈上新台阶。

刚才, 全会选举我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我衷心感谢

党中央的信任, 衷心感谢同志们的信任。 我深知这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 决心同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的同志们一道,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冶, 始终坚定 “四个自信冶, 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 不

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和全团的信任, 不辜负广大青年的期待。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 开好团十八大, 为做好未来五年共青

团工作擘画了蓝图、 奠定了基础, 接下去更重要、 更艰巨的任务

是要把大会精神贯彻好、 落实好。 带领全团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团十八大精神, 是新一届团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责任和工作重点。 关于未来五年的共青团工

作, 党中央致词指明了前进方向, 团十八大报告作出了全面部

署,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准确把握、 经常对照、 认真落实。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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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我重点强调 3 个方面。

第一, 一切聚焦主责主业。 共青团工作的天地很宽, 几乎各

个领域都能够参与做工作。 长期以来, 团的各级组织、 各条战线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创造性开展工作, 带领团员青年在不少领

域发挥出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得到了党委和政府的肯定, 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与此同时, 我们更要清醒看到, 团的主业不

聚焦、 主线不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的, 有限的工作资源和力量在不

同领域来回切换, 看似忙忙碌碌, 实则劳而少功。 因此, 做好新

时代团的工作, 首先必须在 “共青团是干什么的冶 这个问题上

正本清源, 让每一级团组织、 每一名团干部都对团的根本任务、

政治责任、 工作主线做到心中有数、 行动有方, 自觉以有没有把

青年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根

本标准。 我们要在工作内容上聚焦, 牢牢把握共青团是政治组织

的根本定位, 着力做好为党争取青年人心的政治工作, 避免事务

化、 简单化; 要在工作对象上聚焦, 牢牢把握共青团是青年组织

的定位, 着力面向 35 岁以下青少年设计和开展工作, 避免泛化;

要在工作方式上聚焦, 牢牢把握共青团是群团组织的定位, 着力

用群众工作方法来做青年工作, 避免机关化、 行政化; 要在工作

注意力上聚焦, 牢牢把握青年群众工作需要慢工出细活、 润物细

无声的特点, 着力把已经部署的工作做深做实做持久, 避免频繁

“换频道冶。 总之, 共青团要鲜明聚焦主责主业, 少搞锦上添花

的事情、 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减少无谓的 “跑龙套冶 “打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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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冶、 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第二, 坚定不移推进共青团改革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 深化改革没有穷期冶 “改革只有进行

时, 没有结束时冶。 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共青团坚持强 “三性冶、 去 “四

化冶, 有序有力推进改革,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同时, 我们也要

清醒认识到, 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相比,

共青团还存在不小差距, 需要我们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 进行到

底。 全团要切实增强与改革窗口期赛跑、 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壮

大速度赛跑、 与青年主动选择组织分化程度赛跑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 坚定不移推进共青团改革再出发。 团十八大报告用专门一章

来部署共青团改革再出发, 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决心与态度, 更要

在今后的工作中转化为我们的行动和实效。 我们要切实转职能、

转观念、 转方式、 转作风, 更加重视基层基础, 更加重视全团联

动, 更加重视目标导向, 不断增强共青团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

性、 协同性, 真正在改革创新中把共青团作为全国性组织的整体

功能发挥出来、 整体活力提升起来。

第三, 勇于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团。 共青团是用马克思主

义武装起来的、 具有鲜明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的政治组织。 团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 一成不变的, 只有时时经受锻

造、 从严加以锻造, 才能始终成为钢铁般坚强的组织。 在新时

代, 共青团既要团结广大青年紧跟党投身伟大社会革命, 也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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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党勇敢地进行自我革命, 自觉向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和全面

从严治党高标准看齐, 以全面从严治团的实效推动团的组织力、

战斗力的根本性提升。 全面从严治团关键是要严到具体的人头

上, 重点是要针对专职团干部、 团的基层工作骨干、 共青团员三

支队伍, 分类施策, 真正严格到位、 落实到位。 对于专职团干

部, 我们要按照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从严管理, 团中央委员会

的同志要带头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提升政治能力。 坚决祛除自我

设计、 谋官不谋事的 “官本位冶 思想, 坚决清除宗派主义、 圈

子文化等不良政治文化腐蚀, 坚决克服空喊口号、 不务实功的飘

浮作风, 真正树立起一心向党、 一心干事、 心系青年、 纯粹干净

的新时代团干部良好形象。 对于团的基层工作骨干, 我们要从基

层实际出发,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

制, 努力激发他们积极主动做好共青团工作的内生动力和岗位荣

誉感。 对于共青团员, 我们要持之以恒加强团员先进性建设, 突

出政治标准, 严把入口关, 同时把更大功夫下在入团以后, 教育

团员做青年表率,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同志们, 团中央委员会是全团的中枢, 团中央委员会成员的

理论素养、 政治能力、 工作本领、 作风状态, 代表了共青团的形

象, 决定着共青团事业的未来。 我们必须坚持更高的标准、 更严

的要求, 为全团做好表率。

我们要做忠诚于党、 信念坚定的表率, 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

—5—



导实践、 推动工作;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

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

决策部署; 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 态度鲜明, 切实保持

政治定力。

我们要做心系青年、 深入青年的表率, 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 时刻警惕脱离青年的问题和倾向, 心中始终装着青年, 工作

紧紧依靠青年, 经常到青年中去听真知灼见, 善于和普通青年交

真心朋友, 把青年的需求作为思考和谋划工作的逻辑起点, 把青

年的获得感作为工作成效的评判标准, 努力做到知青年、 懂青

年、 爱青年。

我们要做勤于学习、 本领高强的表率, 深刻认识新时代、 新

思想、 新矛盾、 新目标对共青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切实增强

“本领恐慌冶 的紧迫感, 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 一种精神追

求、 一种生活方式, 向书本学习、 向实践学习、 向青年学习, 全

面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八种本领冶, 特别是要提高青年

群众工作本领, 努力成为党的青年工作的行家里手。

我们要做敢于担当、 奋发有为的表率, 切实增强政治担当、

历史担当、 责任担当, 拿出年轻干部的闯劲和锐气, 在其位、 谋

其政、 干其事、 求其效, 不回避矛盾和问题, 敢于迎难而上, 看

准了、 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带领大家快干、 干成、 干好。

我们要做自律严格、 作风过硬的表率, 自觉从历史和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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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身上感受榜样的力量, 从近年来查处的反面典型身上汲取深

刻的教训, 养成慎始、 慎独、 慎微的意识, 既要经得住诱惑, 管

得住小节, 守得住做人、 处事、 用权、 交友的底线; 更要培养高

尚道德情操, 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坚守崇高精神追求, 让人迎

面就能感受到一种干净、 一份纯粹。

同志们, 新时代催人奋进, 新征程任重道远。 不久前, 习近

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期间深情地说: “看看甲午海战之殇, 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冶 “现在又是一次大变革之际。 在这样的一个历

史进程中, 我们各就各位, 作出自己的努力, 作出自己的历史贡

献。冶 听了这段话, 我很受触动、 很受教育。 作为共青团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成员, 我们已经各就各位, 身上承载着党的重托和

亿万青年的信任, 接下去关键是要展现出应有的担当和作为。 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拿出只争朝夕、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展现锐意进取、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全

身心投入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 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朝着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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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级团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8 年 7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