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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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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寄语全国各族青

年, 充分肯定青年一代在抗击疫情中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和担当作

为, 对当代青年成长成才提出殷切期望, 对各级党委和政府、 各

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关心青年成长提出明确要求, 对共青团更

好履职尽责作出重要指示, 极大鼓舞和振奋了全国亿万青年和广

大青年工作者, 是给广大团员青年的一份厚重的节日礼物。

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青年和共青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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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视关怀, 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

义青年观和青年工作方法论的新思考、 新要求, 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对于我们做好新时

代党的青年工作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各级团组织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全面清

醒把握形势任务, 以 “学习寄语精神, 展现青春担当冶 为主题,

领会内涵实质, 为党担当尽责, 脚踏实地干事, 不折不扣把寄语

精神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实绩。

一、 广泛深入抓好寄语精神的学习宣传, 引导广大青年感悟

总书记关怀、 明确新时代责任。 要在学习宣传的内容上突出准确

深入。 引导广大青年充分认识到, 习近平总书记每年五四都和青

年在一起, 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 充分认识到,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中国青年运动的

传统是永久奋斗, 新时代中国青年应当深刻领会总书记提出的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冶、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冶 的重

要要求, 坚定理想信念, 站稳人民立场, 练就过硬本领, 投身强

国伟业, 自觉担当 “同亿万人民一道,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冶 的时代责任。 要在学习宣传的组

织上突出以上率下。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带头学深学实, 领导班

子要召开专题理论中心组学习, 做到融会贯通。 广大基层团组织

要通过讲授主题团课、 举办主题团日活动、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

会、 丰富实践载体等多样化活动, 切实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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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求传达到每一名团员。 要将学习宣传寄语精神作为 “青年大

学习冶 的重要内容, 通过青年讲师团、 “团干部上讲台冶、 密切

联系青年、 青联大讲堂等工作机制, 发挥 “青马工程冶 学员骨

干带动作用, 大规模、 有计划地到基层青年中开展面对面宣讲,

把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和抗疫的生动实践充分、 深入地传递给广大

青年。 要在学习宣传的方式上突出生动活泼。 各团属新闻媒体、

新媒体平台要设计推出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主题文化产品, 进

一步提升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让寄语精神在广大青年中

入耳入脑入心; 发挥青年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深入挖掘、 广泛

宣传疫情防控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典型和感人事迹, 分层分类推动

抗疫领域的各级青年五四奖章、 “两红两优冶 获奖者以及向上向

善好青年、 优秀青年志愿者、 青年岗位能手、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走进基层、 走进学校、 走进青年开展分享活动, 引导最广大青

年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 自觉弘扬抗疫精神, 以实际

行动践行寄语精神。

二、 抓住契机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引导广大青年不

断增强 “四个意识冶、 坚定 “四个自信冶、 做到 “两个维护冶。 要

持续深化抗击疫情正面宣传, 切实做好爱党爱国和制度自信教

育, 做到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 引导青年一代深入领会总书记寄

语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充分体悟抗疫背后的精神力量和制度

优势。 要注意用好中外对比、 今昔对比, 联系抗击疫情和中美经

贸摩擦、 香港 “修例风波冶 等现实案例, 引导广大青年真正弄

—3—



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优越在什么地方、 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到底为什么重要、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为什么能发挥关

键作用, 从而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觉听党

的话、 跟党走。 要时刻绷紧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 对于网上网下

各种诋毁中国制度、 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的歪理邪说、 奇谈怪

论, 旗帜鲜明开展舆论斗争。

三、 聚焦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充分发挥广大团员

青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各级团组织要深刻领会 “今年是决

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也是实现 ‘两个一百

年爷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冶 这一历史时刻对共青团工作的

更高要求,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发挥好青年文明号、 青年安全生产

示范岗、 青年突击队等 “青冶 字号品牌的组织凝聚示范引领作

用, 既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又要组

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复工复产, 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大局。 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 继续做好共青团系统定点扶贫、 学业就业创业 “3 个 10

万+冶、 东西部团组织结对帮扶和共青团对口援疆援藏等工作,

按既定目标逐项落实落地; 探索开展共青团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社区治理, 通过社区志愿服务、 青年创业帮扶、 重点群体关爱

等工作, 助力实现稳定脱贫目标。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是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广阔天地, 各级团组织要有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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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青年特别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服务人民、 锻炼成长。

四、 着力帮助解决青少年遇到的实际困难, 让他们感受到党

的关怀与温暖。 扎实推进 “同舟共济 青春偕进冶 关爱帮扶受新

冠肺炎疫情直接影响的青少年特别行动, 坚持精准、 实在、 高

效、 温馨, 加强对募集款物的严格管理与使用, 确保把关心关爱

送到真正需要的家庭和青少年手中。 聚焦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

深入开展 “千校万岗冶 线上就业服务季系列活动, 突出抓好岗

位信息提供和对接工作, 助力实习见习, 稳步推进服务青年就业

信息化平台建设, 特别做好湖北籍、 湖北高校以及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深入推进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 实施, 针对青年人在毕业求职、 创新创业、

社会融入、 婚恋交友、 老人赡养、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 烦

心事, 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 争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努力

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五、 继续深化共青团改革, 不断提升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

能力水平。 各级团组织要认真总结共青团参与疫情防控斗争的经

验和启示, 不断巩固抗疫过程中形成的有效组织成果和工作成

果, 加强经验推广, 使组织成果和工作成果向为党育人、 服务大

局的政治成果转化。 抓紧补齐团的社区组织短板, 深入推进 “青

年之家冶 建设, 创新团在基层开展青年工作的组织依托, 不断提

高组织有效覆盖面, 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 久久为功

推进团员先进性建设, 严把入口、 加强管理、 激发示范表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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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注重在重大斗争和考验面前检验团员先进性、 展现团员先进

性, 不断在实践磨砺中升华共青团员先进的意识和形象, 推动更

多优秀团员加入党员队伍。 根据时代发展对志愿服务提出的更高

要求, 有规划、 分专业、 常态化做好青年志愿者骨干队伍的建设

和储备, 努力打造适应多种领域和需求的、 富有青春力量的应急

青年志愿者队伍。 全团要深入贯彻落实团十八届二中、 三中、 四

中全会部署, 紧扣履行好引领凝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

务青年的职责, 不断提升团的组织力、 引领力、 服务力, 切实提

升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贡献度。

请将贯彻落实本通知情况及时报告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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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0 年 5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