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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直接联系示范单位工作办法和首批名单》 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各相

关单位:

为进一步将少先队改革向纵深推进, 加强示范带动, 经各省

级少工委推荐,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在每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确定 1 个县 (市、 区、 旗) 和 3 所中小学校作为少先队改革全国

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单位。

现将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单位工作

办法和首批名单》 印发给你们, 请指导各单位贯彻落实。 当前,

各直接示范单位要带头落实好县 (市、 区、 旗)、 中小学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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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主要任务清单。

联 系 人: 谭摇 翱

电摇 摇 话: (010) 85212658

电子信箱: sxdgg1013@ 126. com

附件: 1.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单位

工作办法

2.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县

(市、 区、 旗) 名单

3.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中小

学校名单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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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单位

工作办法

第一条 摇 为深入贯彻落实 《少先队改革方案》 精神, 充分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建立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

委办公室直接联系示范单位 (以下简称示范单位) 工作机制。

第二条摇 示范单位由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和省级少工委协商后

确定, 在当地党政、 教育部门、 校长 (书记) 重视团队工作,

团教协作好, 少先队工作力量较强, 能够有力有效推进改革攻

坚, 先行先试, 为全国少先队改革探索路径, 在少先队改革主要

任务上能取得示范成果的部分县 (市、 区、 旗) 和中小学中

产生。

第三条摇 各示范单位按照全国少工委的要求扎实推进少先队

改革相关工作。 主要任务有:

1. 带头落实任务清单。 根据少先队改革方案, 分别围绕县

(市、 区、 旗) 和中小学少先队改革主要任务清单, 抓好主要任

务在本地或本校的落实, 探索、 积累、 创造典型经验。

2. 制定改革实施细则。 结合本地或本校工作实际, 科学分

解改革任务, 制定并实施本地或本校少先队改革实施细则, 明确

时间进度表和责任单位、 责任人, 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和省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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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备案。

3. 扎实推进改革实施。 将少先队改革纳入本地共青团改革

或本校教育教学改革,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建立改革任务完成情

况销号制度, 按计划有节奏地推进改革, 确保改革主要任务各项

内容全部完成, 完成情况扎实深入。 建立本地或本校推进少先队

改革的具体考评制度 (办法)。

4. 重在形成改革成果。 树立问题导向, 强化目标效果, 及

时总结少先队改革有效做法和经验, 在少先队组织建设和组织教

育、 自主教育、 实践活动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可借鉴、 可推广的制

度成果、 实践成果。

第四条摇 示范单位领导班子要切实履行职责, 积极争取当地

党政领导对少先队改革的关心、 重视、 支持, 推动将少先队改革

纳入当地群团改革和教育改革格局, 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 为少

先队改革工作争取必要的保障。 示范 (市、 区、 旗) 少工委主

任和示范校校长 (书记) 是主要责任人。

第五条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负责对示范单位改革任务的统筹

指导、 督导督进。 自 2017 年 10 月起, 示范单位每个双月的 20 日

前向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报送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同时抄报省级少

工委。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及省级少工委通过编发改革信息、 新媒

体平台宣传等方式, 及时总结发布各地的好做法、 好经验, 加强

对各地少先队改革的示范带动。

第六条 摇 省级少工委要加强对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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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单位的具体指导, 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实地调研指导, 协调解

决问题。 全国和省级少工委相关工作项目、 活动、 资源要支持示

范单位。

第七条摇 示范单位实行建设周期制, 建设周期为两年, 采取

动态管理机制。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对示范单位推进改革工作进

行考核评估, 考核结果同时反馈省级少工委。 两年期满后, 将对

改革实施情况进行验收。 考核优秀的示范单位, 将予以通报表

扬; 考核结果不合格的示范单位, 将予以通报和调整。

第八条摇 本办法由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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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

示范县 (市、 区、 旗) 名单

(共 32 个)

北京市海淀区

天津市河西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上海市奉贤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

—6—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重庆市渝中区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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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少先队改革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直接联系

示范中小学校名单

(共 96 个)

北摇 京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大兴区第五小学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分校

天摇 津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宝坻区黄庄小学

北辰区普育学校

河摇 北

唐山市路北区兴盛丽景小学

保定市莲池区百楼乡太保营小学

邢台市第三中学

山摇 西

太原市小店区九一小学

运城市河津市清涧一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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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蒙古族第二小学

包头市固阳县新城小学

乌海市第三中学

辽摇 宁

大连市沙河口区玉华小学

营口市盖州市团甸镇学校

辽宁省实验学校沈北合作学校

吉摇 林

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小学

白山市靖宇县杨靖宇小学

长春市一零八学校

黑龙江

牡丹江市立新小学

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镇中心学校

大庆市靓湖学校

上摇 海

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青浦区徐泾中心小学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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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摇 苏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中心小学

扬州市竹西中学

浙摇 江

绍兴市鲁迅小学

温州市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中学

安摇 徽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翠微分校

芜湖市芜湖县南湖学校

蚌埠高新实验学校

福摇 建

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

宁德市福安市上白石中心小学

泉州市晋江市第一中学

江摇 西

上饶市第五小学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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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摇 东

烟台市莱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临沂市光耀实验学校

潍坊市高密市银鹰文昌中学

河摇 南

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小学

安阳市汤阴县伏道镇中心小学

开封市金明中学

湖摇 北

襄阳市樊城区松鹤路小学

随州市随县草点镇中心学校

宜昌市第二十五中学

湖摇 南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郴州市安仁县城关中心小学

常德市第四中学

广摇 东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教育集团育才第一小学

东莞市凤岗镇镇田小学

广东省佛山市华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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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摇 西

北海市海城区第八小学

百色市田阳县第二小学

南宁市第十四中学

海摇 南

三亚市第九小学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红军小学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

重摇 庆

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

渝北区统景小学校

重庆市朝阳中学

四摇 川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薛城小学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七中学校

贵摇 州

遵义市汇川区第三小学

安顺市紫云县猫营镇猫营小学

贵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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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摇 南

昆明市盘龙区桃源小学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第二小学

楚雄第一中学

西摇 藏

拉萨市第三小学

阿里市普兰县多油小学

昌都市察雅县中学

陕摇 西

西安市大明宫小学

延安市延川县城关小学

宝鸡市第一中学

甘摇 肃

兰州市城关区五泉小学

定西市巉口中心小学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青摇 海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第三完全小学

海东市平安区西村小学

西宁市虎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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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摇 夏

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第一小学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观音学校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新摇 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第一小学

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城关镇中心校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中心学校

兵摇 团

第六师五家渠第一小学

第七师 127 团学校

第一师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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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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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8 日印发

(共印 8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