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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西华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西华团组字〔2020〕7 号

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团支部

“对标定级”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学生团支部：

为贯彻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指导团支部（团总支，下同）

按照《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中青办发〔2019〕

6 号）要求，通过持续改进提高，不断增强组织力。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经学校团委研究决定开展 2020-2021 学年团支部“对

标定级”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对象

全体非新生团支部。

二、工作目标

推动从严治团“全团大抓基层”工作深入开展，激发我校基

层团组织运行活力、提升工作开展活力及团员参与活力，打造我

校基层团支部特色，培养并建立一批有活力、有质量的团支部。

三、评定标准

由校团委统筹，学院团委立足实际，合理细化评估指标，组

织各团支部对照《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表》（附件 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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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核评分细则开展评星定级工作。总分值 100 分，对应星级参

考如下：

五星级（≥90 分），四星级（80-89 分），三星级（70-79

分），二星级（60-69 分），60 分以下不予定级，原则上不出现

满分团支部。

五星及四星团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础较好，应着力推

进工作创新，成为示范标杆。

三星和二星团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础一般，应着力补

齐工作短板，提升建设水平。

不予定级团支部：列入重点整顿范围，应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加强基本建设。

四、评定步骤

（一）基层团支部自评

基层团支部自评必须采取“五必评、双签字”方式，即评班

子建设、评团员表现、评活动效果、评制度落实、评大局贡献，

团支部负责人、团员代表分别签字确认自评结果。

即日起，各团支部结合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等，对照《基层

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表》（附件 1）中的考核评分细则进行自

评定级，填写《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表》（附件 1）和相

关证明材料，并于 10 月 28 日前报送至学院团委组织部完成自

评定级。

（二）基层团委复核认定

学院团委组织部结合团支部述职评议情况，对照团支部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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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完成复核认定。采取“三必核、三必听”方式，即核对“智

慧团建”系统数据、核验必要工作资料、核查自评结果真实度，

听取支部委员会述职、听取团员青年意见、听取同级党组织评价。

学院团委组织部对各支部报送的《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

定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复核。通过复核的予以认定并在“智

慧团建”系统记录其星级（“智慧团建”系统有关功能将于第四

季度上线运行）。结果不予认可的，须向支部反馈存在问题，予

以纠正或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方能开展“对标定级”工作。

学院团委组织部完成所有团支部审核工作后填写《学院星级

团支部汇总表》（附件 3），并于 11 月 20 日前将电子档报送至

校团委组织部②号邮箱 204543119@qq.com，纸质档经学院团委

盖章后交至校团委组织部办公室（S32-203）。

（三）校团委抽查反馈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0 日，校团委将抽检部分学院“对标

定级”工作情况。采取“三必查、两必测”方式，即查部署推动

情况、查上级复核情况、查支部定级情况，测团员青年满意度、

测党政组织认可度。12 月 20 日前将分别将检查情况反馈至各学

院。

五、相关要求

1.各学院非新生团支部均须参与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

定工作。原则上学院星级团支部评定中不予定级团支部及二至五

星级团支部均应有一定占比；

2.各学院团委组织部需按时完成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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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并按照相关要求向校团委报送材料；

3.在“五四红旗团支部”“五四先进团支部”“活力团支部”

申报评选中，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考虑五星级团支部；

4.如有疑问请联系校团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室冯晓

玲，联系方式：2412524861。

附件 1：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表

附件 2：学院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情况汇总表

共青团西华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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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表

学院名称 团支部名称

项目 小项 具体标准 备注 得分

支部建设

(15 分)

班子配备齐整

(7 分)

支部委员配备齐整，随缺随补，按

期换届； 对应《团支部工作手册》

（以下简称手册）“团

支部基本信息”运转有序(8 分)

支部委员分工明确，团支部至少一

年进行一次民主选举，保证班子及

时更新，良好运作；

团员管理

(20 分)

团员信息完整

(5 分)

全部团员登记在册；团员底数清

晰，信息完整准确；

对应手册“团员登记

表”、“青年登记表”

基础团务规范

(5 分)

按时足额缴纳、上缴团费；及时准

确接转组织关系；

对应手册“团支部团费

缴纳人员明细表”、参

照团支部日常工作情况

落实“推优入团”

制度，严格入团

规范(10 分)

严格按程序发展团员；无突击发展

团员、不满 14 周岁入团等现象;

无违规团员；

对应手册“发展团员记

录”

组织生活

(20 分)

规范开展团员评

议(5 分)

每年 1次，评议规范认真，及时表

彰优秀团员、整顿违纪团员；

对应手册“团支部会议

记录表”“团支部组织

生活记录表”“团支部

学期、年度工作计划和

工作总结”

规范开展团支部

书记述职(5 分)
每年 1次，评述规范认真;

按规定召开民主

生活会及团支部

活动(5 分)

民主生活会每学期不少于 1次;每

月至少开展 1 次团支部活动;每次

团员参与率 80%以上;

按时开展主题团

日活动(5 分)

根据上级团委确定的主题制定切

实可行的活动计划组织开展并记

录；

制度落实

(20 分)

落实“三会两制

一课”制度(5

分)

团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 1次;支

委会一般每月召开 1 次;团小组会

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团员年度团籍

注册工作与团员教育评议相结合，

一般每年进行 1次；

对应手册“三会两制一

课”情况汇总、会议记

录、团课学习记录

“智慧团建”建

设情况(10 分)

团支部开展“三会两制一课”的录

入情况；团员团干部信息在“智慧

团建”系统录入及完善情况；及时

动态更新信息；其他与“智慧团建”

系统相关事项；

对照团支部“智慧团建”

系统建设情况

规范使用团的标

识(5 分)

落实团旗、团徽、团歌使用管理规

定要求；

参照团支部日常工作情

况

作用发挥

(25 分)

团支部委员会班

子成员严格要求

主动认真协助老师做好成员思想

政治教育和组织观念教育工作，在

对应手册“团支部会议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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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评分满分 100 分，附加分 10 分。测评结果 60 分以下的团支部不予定级，原则上不出现

满分团支部。60-69分为二星级团支部，70-79分为三星级团支部，80-89分为四星级团支部，90-100

分为五星级团支部。

自己（5分） 团员中有较高威信；

团员先进性得到

彰显(5 分)

团员为注册志愿者数量超过 80%;

团员在工作、学习等方面发挥模范

作用； 对应手册“团支部开展

集中志愿服务记录”
服务中心大局成

效(5 分)

组织团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有 1

项以上活动总结全面及时并上交

学院团委备案，一次一分；

落实“推优入党”

制度(10 分)

积极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共青团员

作党的发展对象、推荐提交入党申

请书的共青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

与党组织衔接顺畅；

对应手册“团支部推优

入党工作记录”

扣分项

（扣分可累

计，无上限）

团支部成员受到

处分

团支部成员受到各种处分，按处分

性质和影响进行扣分（1-5 分），

可累计；

对应手册“团员受纪律

处分情况”

团支部工作及活

动开展消极

团支部未能按时开展或未开展各

项上级团委通知的活动，一次扣

1-3 分；

参照团支部日常工作情

况

总分 自评定级
上级复核定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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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院基层团支部考核暨星级评定情况汇总表

学院团委（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支部名称 总分 评定星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