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共  青  团  云  南  省  委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简     报 
 

第 49 期 

共青团云南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8 日 

 

 
打造服务青年“旗舰店”让青年感受共青团在身边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青年群体分布更加广泛、流动更加频繁、

思想更加活跃，特别是各类新兴青年群体和新型青年组织不断涌

现，这对共青团开展青年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

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

手和后备军。党有号召，团有行动，近年来，云南共青团不断提

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

想，积极作为，借助全省“数字云南”建设成果，大力开展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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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工作，持续布广织密新媒体传播渠道。针对青少年特点持

续提供青年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产品，持续运用网络手段开展青

少年思想政治引领，针对青少年需求持续运用互联网推进创业就

业、助力脱贫攻坚、开展志愿服务、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但是

想要做好青年工作，仅仅依靠这些传播渠道和网络手段显然不

够，为了青年服务的提质增效，云南共青团建立了“一部手机找

团团”线上服务阵地，综合功能于一体，并逐渐取得成效，真正

做到了广泛联系青年、有效覆盖青年、更好引领青年。 

 

找准定位干工作，聚焦青年大群体 

共青团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

职责使命就是引领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想要做好青少年

工作，就要先弄清楚青年在哪里，青年有何特点和诉求。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核心要义就是要及时反映青年需求，有

效调动各方面资源惠及全体青年，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最

广大青年中去，不断增强青年的获得感。2018 年云南省委、省

政府结合云南实际印发了《云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8—2025 年）》（以下称《规划》），《规划》中指出，

云南青年发展事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广大青年的新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主要是：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有待增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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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青年，用中

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任务尤为紧

迫；青年体质健康水平亟待提高，部分青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

显；青年社会教育和实践教育需要加强，提高教育质量的任务仍

十分艰巨；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影响就业公平的障

碍有待进一步破除；青年创业创新的热情有待进一步激发，鼓励

青年创业创新的政策和社会环境需要不断优化；人口结构的新特

点新变化使得青年一代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在婚恋、社

会保障等方面需要获得更多关心和帮助；统筹协调青年发展工作

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方面共同推进青年发展的合力有待进一

步形成。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广泛

使用，形形色色的亚文化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青少年

群体的分类引导、社会融入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比如对明星的

盲目崇拜、推崇消极颓废的“丧”文化和“躺平”文化、借贷透支的

超前消费文化等。加之我省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民

族问题、宗教问题、边境问题相互交织，导致青少年思想更加多

元。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创新力度和工

作深度还有待强化，提质增效的压力依然很大。 

云南共青团深刻意识到上述问题，并积极作为、主动探索，

逐步找到开展青年工作的突破点，积极谋划云南青年发展中心建

设，进一步加强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搭建青年创业就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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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好新时代希望工程，做好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联系和服务工

作，加大特殊青少年群体关心帮扶力度，建立健全服务青年成长

发展工作机制。同时，立足云南边疆、民族、山区、美丽的省情

特征开展工作，用好互联网这个最为经济有效的工作手段，把互

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变为工作成果的最大“增量”，主动适应新

形势工作变化，不断适应青年大规模、跨地域、高频率流动的特

点，将网络新媒体建设摆在青年引领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位置，

深入打造活力四射、触手可及的“网上共青团”阵地，构建“网站、

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共青团新媒体矩阵，但仅仅依

靠这些平台显然不够，于是为青年量体裁衣的“一部手机找团团”

应运而生。 
 

量体裁衣建阵地，综合功能于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在哪里、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

建在哪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所以，青年有什么样的需求，

共青团就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云南共青团针对青年的特点和需求，也为了青年服务的提质

增效，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渠道和数字资源，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切实为青年群众办实事，积极参与和融入云南“数字化”进程，

创新工作举措，打造了“一部手机找团团”服务平台，加快推进思

想引领、基础团务、就业创业、志愿服务、权益维护、公益募集

的数字化进程，实现一个终端、一个入口、一个平台对工作的全



 — 5 — 

 

覆盖，适应了青年大规模、跨地域、高频率流动的特点，打造永

不下班的“云南共青团”。 

“一部手机找团团”由“一个中心、六个平台构成”，“一个中

心”就是用户大数据中心，分析广大青年现实需求，为云南共青

团组织更好服务青年提供决策依据，“六个平台”分别是云青网、

云青创、云青说、云青护、云青志、云青筹。 

“云青网”主要是云南青年信息网，通过该网站可以了解云南

共青团的最新动态、了解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最新政策。 

“云青创”主要是帮助青年创业的平台，目前有云品商城、“一

部手机帮创业”等板块，通过该平台可以直接对接电商销售平台、

可以寻找创业导师、可以入驻青年创业园、还可以对接创业项目,

且云南共青团一直在持续提升青创园、青创云品商城、基层青创

联盟等平台质量，整合优质资源，谋划推动云南青年发展中心建

设，全面提升服务青年创业的工作水平。 

“云青说”主要是青少年思想引领平台，聚合了“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专题网页、“你好大学生”直播平台、“新青年新主

播”直播平台以及全省各级团组织编创的网络文化产品。 

“云青护”平台主要是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通过该平台，广

大青少年可直接咨询心理咨询师和法律专家，解决成长过程中的

思想困惑；为进一步维护青少年权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青少年心理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云青护”小程序由

“在线咨询”“问答中心”“预约咨询”等多个模块构成，可实现电话



 — 6 — 

 

咨询、在线即时回复、职能匹配、私密留言、开放问答、预约咨

询的咨询功能，以及资讯新闻、活动展示、“四点半课堂”等功能

板块。 

“云青志”平台主要是志愿者、志愿活动的供给和对接平台，

志愿者可通过该平台直接参与志愿服务，广大青年也可通过该平

台发布志愿需求。全省各级团组织依托此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志愿

者围绕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生态环保等工作，广泛开展了深化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整治、关爱乡村留守青少年、易地搬迁、敬老

助残、禁毒防艾和爱国卫生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云青志”系统

的正式上线，标志着云南青年志愿服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专业化水平有新的跃升，为广大青年志愿者发布、参与、对接志

愿服务信息资源提供了更加方便高效的平台。 

 “云青筹”主要是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爱心众筹平

台，社会爱心人士可通过该平台向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

款，通过一部手机即可实现做公益的目的。 

除了聚合“云青说”等多个平台，“一部手机找团团”还聚合了

“青年大学习”“团务百科”等资源，是“万名团干上讲台、当好思

想引领员”“万名团干下基层、当好团建指导员”活动的基础服务

平台，实现了团干部线上实名注册，“上讲台”课程添加、审核和

评估，“下基层”下沉时间统计、定点打卡、下沉工作内容上传、

工作成效评价等功能，确保了信息的安全性和品牌的统一性，提

升了“上讲台下基层”工作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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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这里，团干部发布宣讲党课、团课的内容供青年选择，青

年也可根据地图选择最近的授课地点前去听课，并对团干部所讲

内容进行评价，真正做到“我想学，随时学，学得好”的个性化服

务要求，还提供了寻找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功能，通过“周边”菜单，

可定位找到离用户最近的“团组织”“志愿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以及“青年之家”，准确、便捷地参与共青团活动。 

多管齐下延手臂，青年工作出实绩 

“一部手机找团团”的推行，延展了云南共青团的工作手臂，

助推一系列工作取得成效，“云岭青年大学习”、“上讲台、下基

层”等活动依托“一部手机找团团”服务平台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思想引领方面，“一部手机找团团”服务平台设有“云岭青

年大学习”页面，用户点击页面即可开始学习，方便快捷的方式

对推进“云岭青年大学习”，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起到了积极作

用。此外，云南共青团依托此平台，全面开展“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

好思想引领员”工作，团干部下基层宣讲 2389 场，覆盖 24.15 万

人次，以“机关干部下基层 当好团建指导员”为抓手，为民办实

事 281 件。 

在开展志愿服务方面，“云青志”平台设有“志愿活动”、“加

入团队”、“新闻资讯”、“大型赛会”、“西部计划”等多个板块，近

期还专门开设了“COP15志愿者宣讲团”板块，在此平台上，志愿

者查看新闻资讯、加入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志愿服务的需求可实

现“一站式”解决，还可以在排行榜内查看个人志愿时长排名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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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内排名。云南共青团依托此平台持续深化“河小青”“湖小青”等

品牌工作，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志愿行动；在组建 2636 名大学生

志愿者队伍和 6530名城市志愿者队伍全力做好COP15志愿服务

工作的同时，成立 COP15 大会志愿者宣讲团，组织开展志愿宣

讲 37 场次，线上线下覆盖 70 万余人次；招募 4391 名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志愿者到基层一线开展服务工作。 

在维护青少年权益方面，“云青护”平台设有“在线咨询”、“问

答中心”、“预约咨询”、“在线评测”、“四点半课堂”等多个板块，

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服务，守护青少年成长。云

南共青团借助此平台开展“12355 青少年线上心理援助特别行

动”，为 8 万余人次提供精神安抚、心理疏导、防疫知识普及等

服务；开展“新青年新主播——青少年权益在线”直播；加强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全国区域中心建设，实施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省级

示范项目 22 个。 

在助推青年就业方面，“云青创”为聚焦乡村振兴、服务青年

创业、助力云品出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云南共青团优中向强，

持续提升青创园、青创云品商城、基层青创联盟等平台质量，整

合优质资源，谋划推动云南青年发展中心建设，全面提升服务青

年创业的工作水平。开展外出务工青年线上线下交流分享活动

1542 场次，14.1 万人次参与，征集岗位 3 万余个，服务转移就

业 1 万余人次；线上线下开展“千校万岗”大学生就业双选会 9场，

提供岗位 9234 个，帮助 6866 名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实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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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才公益培养计划”，开展电商人才培训工程，打造“一县一星”

服务“一县一业”，为全省 129 个县选拔 129 名优秀青年电商传播

家乡文化，讲述历史人文，推介云南好物，担当云南“代言人”；

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青年定向募集岗位，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为

创业青年加大贷免扶补、“青创贷”等金融政策扶持，助力复工复

产；组建 56 个“青联委员服务团”助力乡村振兴，每 1 个服务团

至少对口 1 个村，每月开展一次现场活动，广泛开展技术支持、

乡村规划和产业振兴咨询、电商销售、人才培训等服务活动。 

在公益众筹方面，“云青筹”开设助困、助学、助医、紧急救

援等多个板块，并在每个板块内发布项目筹集资金，为全省青少

年提供扶贫、助学、助医等一系列帮扶项目。截止目前，正在进

行募款的项目有 22 个，累计捐款金额 7471659.67 元。“云青筹”

上线后，联合春城晚报“开屏新闻”共同为文山州重度烧伤患儿

“小义平”在“云青筹”筹集善款，得到 261 次的爱心捐赠，筹集善

款 41172 元。云南共青团依托此平台，今年“希望工程”立项援建

希望小学 28 所、乡镇“希望医院”4所、乡村“希望卫生室”19个，

资助家庭困难学生 7040 名；积极参与“厕所革命”，筹措爱心善

款 50 余万元，在昌宁县、沧源县、石屏县等农村地区援建“希望

卫生间”98个，并配套为当地青少年开展卫生知识培训。 

作为负责学校团委工作的老师，吴江感到，自从“一部手机

找团团”推出以来，自己的手机“减负”了。在这个平台上，有共

青团的信息发布、创新创业、思想引领等内容。吴江说：“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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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关注‘一部手机找团团’就可以看到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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