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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工作助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新冠肺
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
考。请问刘书记，团省委是如何发
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书写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答卷的？
刘天东：疫情以来，团省委按

照省委统一部署，推出了抗疫志愿
行动、投身复工复产、为奉献者奉
献、服务青年就业等4项主题活动，
发挥了青年生力军突击队作用。

一是广泛发动青年参与疫情
防控。疫情初期，我们要求市县团
委书记第一时间向同级指挥部报
到，紧急招募1 . 5万余名青年志
愿者参与到防疫工作中。疫情防
控胶着时期，发动各级团组织、青
联委员、青企协会员等多渠道捐
赠资金物资1 . 32亿元，16 . 5万名
青年志愿者奋战在大街小巷、交
通卡口等防疫一线。常态化防控
以来，及时在济南、青岛等出入境
重点城市招募翻译志愿者，配合
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二是组建青年突击队服务复
工复产。依托5000多个窗口单位
青年文明号组建青年突击队，帮
助解决用工返岗难、物流运输难
等问题。针对创业青年融资难题，
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了“鲁青基准
贷”“乡村好青年贷”。发挥10万名
乡村“好青年”的作用，推出了“互
联网+”助农行动，开展直播265
场，帮销农产品600余万公斤。

三是发挥志愿服务优势“为
奉献者奉献”。组织4000名志愿者
结对1775个援鄂医务人员家庭，
开展赠送基本生活和医疗防护物
资、跑腿代购帮办、子女学业辅导
及陪伴等志愿服务。此外，为保障
贫困家庭学生网课学习不掉队，
我们为2 . 01万名学生赠送了流
量，捐赠智能手机640部。

四是实施“青鸟计划”解决招
工和就业难题。疫情期间，对接海
尔、海信、浪潮、重汽等1 . 1万家企
业，推出就业岗位28 . 5万个，举办
网络直播招聘会107场，促进了企
业用工和人才求职精准对接。

今年青企峰会将继续扩大

朋友圈提高项目落地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距离上
届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
举办已半年多时间，请您介绍一
下，作为峰会的主办单位，团省委
是怎样巩固深化上届峰会成果
的？今年峰会有什么安排？

刘天东：去年峰会以来，按照
省委关于峰会“永不落幕”的要
求，重点在“建双招平台、促项目
落地”方面下功夫。

一是以“店小二”精神服务项
目落地。紧盯121个推介项目，成
立工作专班，跟进联系服务，促成
46个项目签约，总规模1143 . 5亿
元，其中，已开工项目29个，规模
481 . 15亿元。这其中，一批重点
项目有力推进，国家网信军民融
合暨360山东总部项目在青岛签
约落地，省重点外商投资项目睿
感(济南)传感器创造了同类产业
项目国内落地时间的新纪录。

二是结合市县需求拓宽项目
渠道。加强与各市投促部门的联
系合作，已对接全省61个园区产
业发展方向和招商重点，与部分
园区签署了“双招双引”合作协
议。在北京、上海等6省市建立峰
会“双招双引”工作站，积极链接
当地商会、校友会、驻外机构等资
源，通过以企引企、以商引商，疫
情期间，新招引4个项目，计划投
资153 . 5亿元。

三是做强项目落地的载体平
台支撑。面向种子期、初创期、成
长期等不同阶段的创业者，建设
相应的孵化器、加速器。目前，在山
师东路6号创意园，建设了集创意
办公、人才培养与产业孵化于一体
的峰会“双创”基地；依托济南市历
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山东青
年创业社区等载体，正在打造青
企峰会产业会客厅，努力建设省
级创业创新示范综合体。

关于今年峰会，团省委将按
照省委关于合办儒商大会和青企
峰会的要求，继续在“扩大峰会朋
友圈、提高项目落地率”上做文章，
全力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一是邀
请重量级嘉宾，集聚山东高质量发
展的人气和智慧。二是精准招引项
目，靠实实在在的项目提升峰会成
果。三是组织小而精、专而实的洽
谈活动，帮助企业家与部分县(市、
区)、园区代表磋商投资细节。

三大措施发挥青年脱贫

攻坚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同时，今年又是决战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请问刘书记，团省委如何
发挥青年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
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刘天东：今年以来，团省委围
绕全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大局，重点做好了“村村都有好青
年”选培计划、“金晖助老”和“牵
手关爱”青年志愿行动、“希望小
屋”建设等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村村都有好青
年”选培计划。2018年5月，我们启动
实施“村村都有好青年”选培计划，
两年多来，选树乡村好青年12.8万
名，带动一大批青年活跃在乡村振
兴第一线。我们围绕农村致富带头
人、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各类青
年群体，不拘一格地选，让一批品德
好、能力强、有口碑的好青年脱颖而
出。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提供专属政
策等方式，帮助好青年创新创业。疫
情期间，联合省农信社推出了“乡村
好青年贷”，一个多月时间，发放贷
款12.83亿元。着眼于发挥乡村好青
年作为农村党员和后备干部的“蓄
水池”作用，会同党委组织部门，优
先推荐符合条件的乡村“好青年”
入党。目前，全省已有1万余名好青
年发展入党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通过成立乡村好青年联盟等载体
平台，帮助一批乡村好青年实现了
信息共享、产业延伸、抱团发展。

二是聚焦“一老一小”开展青
年志愿服务结对帮扶。我们通过

“金晖助老”行动，招募2万名青年
志愿者，与1万名农村65岁以上不
集中供养的留守、失独贫困老年
人结对，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

“牵手关爱”行动通过“结对+接
力”的方式，组织青年志愿者与3
万名农村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
子，帮助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情感
缺失的问题。

三是建设“希望小屋”推动希
望工程转型升级。今年是山东希望
工程实施30周年，团省委推出了

“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目，面向贫
困家庭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的8
至14岁儿童，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为主，依托原有住房打造独立空
间，进行规划、设计、装修，配备必
要家具和学习生活用品，建成“希
望小屋”，改善孩子的生活与学习
环境。小屋建成后，配套提供爱心
志愿者结对跟踪陪伴，帮助解决成
长和学习中的困难问题，促进良好
习惯养成和自理能力提高。根据工
作实际，我们提出利用三年时间，
发动社会力量，在全省建设不低于
1万个“希望小屋”，努力为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三个维度强化

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疫情
防控过程中，90后、00后的表现让
人刮目相看。在当前各种思潮交流
交融交锋的环境下，青少年社会阅
历和认知能力有限，容易被误导影
响。请问刘书记，在青少年思想引
领方面，团省委采取了哪些措施？

刘天东：这次疫情防控中，广
大青年的表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和肯定，也给我们更好地开展青
少年思想引领工作带来启示。

一是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
育。我们坚持做强品牌工作载体，
深化“青年大学习”“青年讲师团”

“青马工程”三大载体。疫情防控
期间，推出了“青年讲师团”云课
堂，观看量达826万人次。我们坚
持推进思想引领理念创新、方式

创新、手段创新，适应青少年认知
规律，推出了一批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产品，去年以来，浏览量超10
万的产品达到200个。

二是加强青少年线上思想引
领。我们创新工作载体，打造了全
团领先的网上共青团综合平台，
用好互联网最大增量，坚持网上网
下一体化运营，引领广大团员青年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开发了舆
论引导指挥系统，推进市级共青团
新媒体中心建设，促进舆情处置工
作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加强
与青年正能量大V的互动沟通，
推动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三是加强青少年核心价值观
教育。借助创青春、青企峰会等项
目载体，策划了一系列宣传报道，
在青年中激发了“闯”字文化和

“创”字精神。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抵制婚
闹、简化红白喜事等方面带头示
范，弘扬时代新风。围绕加强团属
红色教育阵地管理，支持济南育英
中学建设山东建团纪念馆，促进在
团员青年中传承红色基因。

深化改革攻坚

大抓基层团组织建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共青团改革工
作，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
求。省委确定今年为“重点工作攻
坚年”，实质上就是“改革攻坚
年”。团省委在深化改革方面主要
做了哪些工作？

刘天东：今年，省委发起九大
改革攻坚行动，动员全省干部头
拱地、往前冲，为我们深化共青团
改革作了表率、指明了方向。
一是围绕党政中心抓改革。对照
省委部署要求，主动在流程再造、
人才制度、开放倒逼等方面找准
切入，办好青企峰会助力招商引
资，实施“青鸟计划”助力招才引
智，开展“村村都有好青年”选培
计划和“希望小屋”项目助力乡村
振兴，在改革攻坚中实现工作聚
焦。深入推进工作流程再造，实施
扁平化管理，建立“省抓县、市抓
乡镇”的工作落实机制，对重点工
作实行专班工作制，加强了业务、
信息、资源、流程整合。

二是聚焦作风转变抓改革。
去年以来，团省委压减“自选动作”
58项，制发文件同比减少63%，召开
会议减少64%，对下实施“一票肯
定”，解放了基层团组织干事创业
的手脚。同时，推行“137”工作法，狠
抓工作落实，通过明察暗访、随机
抽查等形式，倒逼工作落地见效。

三是坚持基层导向抓改革。
大抓基层是共青团改革攻坚的重
要方向，今年，我们聚焦乡镇(街
道)、“两新”组织等薄弱领域实施
攻坚行动，组织市县团干部沉到
一线开展大走访、大调研，保持工
作韧劲，让基层团组织稳步规范
起来、活跃起来。

围绕中心大局 主动担当作为
——— 专访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天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山东省委确定的“重点工作攻坚年”。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山东省委在新
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发挥着青年生力军突击队
作用。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就如何深化改
革攻坚、青少年思想引领和共青团助力“双招双引”
等相关问题，专访了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天东。

共青团青岛市市北区委组织“青鸟计划”专场直播招聘会。 图片由共青团山东省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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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省委发起九大改
革攻坚行动，动员全省干部
头拱地、往前冲，为我们深化
共青团改革作了表率、指明
了方向。

共青团山东省委对照省
委部署要求，主动在流程再
造、人才制度、开放倒逼等方
面找准切入，深入推进工作
流程再造，实施扁平化管理，
建立“省抓县、市抓乡镇”的
工作落实机制，对重点工作
实行专班工作制。

近日，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天东

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李华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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