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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智慧团建”系统有关问题说明

（持续更新中，本次 2017 年 12 月 25 日更新）

一、团组织上下级直接隶属关系说明

组织关系隶属原则：1.按照党组织关系隶属；2.按照原

有隶属关系；3.属地隶属。

以团省委为例：团省委目前共有直接隶属下级团组织 85

个，其中地市 21 个，高校 56 个，省直中直有关单位 2 个(省

地质局、南航集团)，省属中学 2 个(省实、华附)，团工委 4

个（省直团工委、省属企业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省社会

组织团工委）。

团省委直属管理高校：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广东药科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

育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州航海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食品

药品职业学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广东青年职业

学院、广东培正学院、广东白云学院、广州商学院、广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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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私立华联学院、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涉外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广州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华南农

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财经

大学华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其他未列入上述名单的高校依据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

地市团委负责录入。

除两所省属中学外，其他中学、中职院校依据属地（行

业）管理原则，相应由省直机关团工委、所在地市（县）团

委（团工委）、行业团委负责录入。

军队、武警系统团组织由系统直接隶属管理，我省不在

录入。

关于铁道、民航、金融系统的录入：

（1）铁路系统的 18 个铁路局和中国铁设（原铁三院）

以及他们的所有下属单位，由全国铁道团委隶属管理，我省

不再录入。

（2）民航系统驻地在我省的中央直属单位（中南地区

管理局，广州职院等）以及他们的所有下属单位，由全国民

航团委隶属管理，我省不再录入。

（3）金融系统的 18 家中央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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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光

大（集团）总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他们的所有下属单位，由全

国金融团工委隶属管理，我省不再录入。

二、五种类型团组织类型及功能区分说明

（一）团的领导机关：省、市、县三级团委，除团的领

导机关外，其余团组织均不能设立派出机构（团工委）。

（二）基层团委：非团的领导机关的其他团委，下设有

总支或支部团员人数一般在 100 人以上。

（三）团工委：省、市、县团的领导机关的派出机构。

（四）团总支：下设团支部，一般团员总数在 30 人以

上 100 人以下。

（五）团支部：团员人数一般在 3 人以上，30 人以下。

三、团组织名称规范说明

简称填写：

（一）填写原则

1.所在地域要从市级行政区划写起，一直写到组织所在

层级的行政区划，基本的格式为“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

县名称+乡镇、街道名称+村、社区名称+团组织名称）”。

其中，如果所在地区为县级市，则不用写地市级行政单位名

称；如果单位是省属单位、中央企业或者高等院校，不用填

写所在地域名称，直接写单位名称，其他各类单位的所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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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称要写到对应的层级。企业直接写单位名称（以工商登

记注册的名称为准），县级中学要冠以所在地市和县区的名

称，学校班级团支部名称须含入学年份。

例：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团工委；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宁社区团总支；

惠州市惠东县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团支部；

清远市连南县职业技术学校 15春学前教育 2 班团支部；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登岗中学金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团

支部；

高州市广播电视台团支部；

广东实验中学 2017 级 18 班团支部；

湛江市坡头区龙头中学团委；

东莞市南城中学教工团支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团总支；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5 级软件工

程专业第三团支部。

2.所有行政区划名称和单位名称都要用规范全称。

例：

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委；

中山市南头镇团委。

3.本单位有多个层级的，要从最高层级的名称写起，直

到团组织名称。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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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办公室一号线执法

大队团支部

（二）填写格式范例

1.一般情况：××市××区××街道团委。

2.普通高校：高校全称+院系+专业+班级，如：××大

学××院系××专业+入学年份××班团支部。

3.普通中学：所属行政区划名称+学校名称+班级名称+

团组织名称，如：××市××区××中学团委。

4.中职职业学校：地市+学校全称+专业+班级，如××

市××职业学校××专业+入学年份××班团支部。

5.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团委。

6.地方企业及非公企业：所属行政区域名称+××集团公

司××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团支部。

全称填写：

填写原则与简称一致，基本格式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域+单位全称+委员会（总支部

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

如单位全称结尾即为委员会，可在单位全称后添加系统

委员会，用以区分整个系统跟本单位机关的团组织。单位全

称中已包含地域名称的，全称中可省略地域。

例：“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名称表述为“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系统委员

会”。

代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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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企业号代称填写规则：直接使用本级单位/区划命

名，无需包含组织层级(因微信限制，长度不能超过 16 字且

不可有\:?”<>｜等特殊字符）。具体如下：

1. 团的领导机关（即省、市、县三级团委）代称为“团

+行政区划名称+委”，如：团广州市委、团天河区委，等。

2. 基层团组织（即非团的领导机关的其他团组织，不含

团工委）代称为“单位/本级行政区划名称+团委/团总支/团

支部”，如：新河浦社区团团支部、娃哈哈集团团委、中山

大学团委等。

3.学校的班级团支部代称为“（专业）入学年份+班号+

团支部”，如：新闻学专业本科 2017 级三班团支部；此外，

中学的班级团支部不需要填写专业名称，如：初中 2015 级

二班团支部。

4.团工委的代称一般为“单位名称+团工委”，例如：

广东省直机关团工委、珠海市司法局团工委、南沙街道团工

委。如有其他情况，根据实际，由该团工委商直接上级团组

织决定，例如：湖南省驻粤团工委等。。

四、团干以团员身份录入支部情况说明

原非团员的同志在担任团干后即默认为具备团籍（即同

时具备团员身份），作为团员需要选择一个团支部加入，就

是录入信息时须要选择的所在支部。团干部可以在多个组织

担任职务，可以被多个组织录入，但是作为团员身份的所在

支部是唯一的。如：团省委书记作为团干担任两个职务，分

别为团中央常委和团广东省委书记，作为团员身份组织关系

唯一落在团省委直属机关团委的办公室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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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团省委为例：团省委所有团干均需以团员身份加入团

支部，团省委机关团委下设立若干团支部。在团省委挂职或

兼职的干部，分两种情况加入团支部：如因在团省委工作而

具备团干身份，则在团省委加入团支部；如原本就具备团员

身份，则在原工作单位加入团支部。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团委（团工委）没有成立机关

（下属）团支部的，应尽快履行团的基层组织新建程序，成

立相应支部。

五、需录入系统的团干部情况说明

1.团的领导机关、基层团委、团工委录入本委员会委员

及机构工作人员，如团省委需录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委员

及团省委机关干部。

2.团总支录入本总支委员。

3.团支部录入本支部书记。

六、团干部录入职务说明

职务分为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工作

人员六种，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后补委员为各级委

员会的组成人员，工作人员为各级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的工作

人员，如团省委机关各部门干部中的非委员会组成人员即录

入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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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团干部入驻“智慧团建”系统移动端指引

一、概述

已被组织管理员/组织运营者录入系统的团干部，可通过

扫码或省管理员发送的微信/短信邀请进入“智慧团建”系统

团干部移动端——“广东共青团”微信企业号。

首次进入企业号，团干部需填写本人在支部的职务。如

果团干部是本组织首位入驻企业号的运营者，完善本人在支

部的职务后，还需完善本组织的微信企业号代称（16 字内）。

在多个组织担任职务的团干部，每次进入系统时，需选

择其中一个工作组织进入，进入后也可切换到其他组织。

（操作流程示意）

二、操作说明

1. 扫码关注“广东共青团”微信企业号，或点击手机收

到的微信“服务通知”提醒，提交加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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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广东共青团”微信企业号

如团干未被组织通过管理后台录入系统，则扫码不成

功，请联系本组织管理员/运营者。

2.微信企业号会在各个环节提醒用户下载企业微信 APP，

但无需下载，从微信通讯录中进入“广东共青团”微信企业

号即可完成所有必要操作。若出现下图提示，请直接关闭以

下页面，并退出微信 App 后再次打开，则在微信通讯录中可

查找到“广东共青团”企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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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团干部职务：

每一名团干部在首次进入微信企业号时都需设置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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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干部中首位进入本组织的运营者需设置本组织在

企业号中的代称，请详细阅读代称命名规则后填写。普通团

干无此操作。

团干部中的组织运营者点击“资料审核”，可对报到团

员的身份进行审核，普通团干无此功能。所有团干均可在企

业号中进行团员、团干及组织资料查询，进行全省团干实时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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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干部若在多个组织任职，可选择进入的组织，并设

定在该组织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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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报到指引
（含审核团员资料的操作说明）

一、概述

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团员移动端自行填写认证资料

并提交后，所在团支部的组织管理员或运营者对其资料进行

资料审核，审核通过后团员才能完成全部报到流程。

二、操作说明

1.团员报到。扫描团员报到二维码，按页面提示进入“智

慧团建”系统团员端，使用“广东青年之声˙智慧团建”账

号密码（或者共青团“一号通”账号）登录，进入报到页面。

没有注册账号的，需要首先完成注册后才能进入报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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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报到认证”填写团员资料，其中带 * 号字段为

必填项，系统将对团员身份信息进行实名校验，请保证资料

真实性。团员提交认证资料后，若所在支部未完成审核，团

员无法进行其他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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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审核通过后，团员报到完成，此时可见团员移动端

首页，在“认证资料”处可查看自己的团员资料，或者进行

其他业务操作。

2.组织审核

（1）微信企业号审核

组织运营者进入“广东共青团”微信企业号，点击“智

慧团建”，在“资料审核”模块可进行团员认证资料的审核，

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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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 管理后台审核

组织管理员/运营者登录管理后台（tuan.12355.net），

点击左边菜单栏“我的团员”即可查看、审核当前组织团员

资料。

选中某个团员，点击“资料审核”即可进行团员资料审

核确认；若“退回”，则需要填写退回原因，退回确定后团

员需要修改资料再次提交审核。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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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团员实名认证的特别说明：

（1）若实名认证状态为“未通过”，则组织需要线下

核验团员身份信息，如果有错，则勾选“退回”，请团员再

次填写资料报到；若核验无误，则在页面填写相关说明，上

传照片证明，此时团员即报到成功，实名认证状态会变为“线

下通过”。

（2）实名校验存在低于 5%的不通过率，团员资料提交

后的 24 小时之内，系统会自动对实名校验未通过的团员进

行再次的核验，再次检验未通过的，组织管理员/运营者可进

行线下核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