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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团函〔2018〕57 号 

 

关于举办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 
的通知 

 

各分团委、直属团总支，分团校： 

根据《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中青联发

〔2016〕18号）、《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团员和团员管

理工作的意见》（中青发〔2016〕6号）和学校党委《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实施意见》（武大党字

〔2017〕50号）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定于2018年10月至

12月举办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团的十八大精神，立足保持

和增强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始终把握思想

政治引领这一核心任务，着力推进团校改革和基层团组织

建设，着力解决团员意识淡薄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党的队

伍和事业输送新鲜血液和优秀的青年党员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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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目的 

通过集中培训，帮助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进一步系统

学习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高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

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团员意识，教育引导团

员和入团积极分子在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团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三、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团组织关系新转入学校的团员、已提交入

党申请书的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确定培训对象应按照

“团支部推荐—各分团校审核—学校团校审定”的程序进

行。 

四、培训课程安排 

各分团校集中开班，统一进行结业考试和举行结业

式。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团史团情团务专题、政治理论学习

专题、素质提升专题、社会实践、主题讨论等，采取课堂

讲授、社会实践、小组研讨、课外自学等形式进行，总课

时不少于8个学时。 

1.团史团情团务专题。结合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章程》，主要讲授中国共青团的光辉历史和优秀传

统、基础团务知识、新时代共青团的职责使命等。 

    2.政治理论学习专题。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党的

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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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重要讲话、团的十八大精神等开展专题理论教学，

用新思想武装团员青年头脑，提升团员青年的思想理论水

平。 

    3.素质提升专题。结合所在专业及新时期团员青年特

点，采用团员青年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开展团员青年能

力素质提升培训。  

4.社会实践。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参观考察等活动，引导团员青年了解国情民情社情，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5.主题讨论。培训期间，围绕相关主题组织学员以小

组研讨、主题辩论等形式开展，提升学员的研讨分析和思

辨能力。 

五、培训要求 

1.政治性是共青团第一位的属性。要牢牢把握团校姓党

的根本原则，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各分团校校长要切实履

行好职责，把好学员选拔关、培训内容关、课堂讲授关，

并带头讲团课。 

2.参加团校培训情况要与“推优”工作相挂钩。推荐入

团积极分子作为团组织发展对象和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

积极分子，均须参加团校培训并结业。 

3.各分团校要结合新时期团员青年的特点和需求，创新

运用多种方式，创新培训方法，充分调动学员学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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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升团校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提高团校培训

质量。 

4.学员考核由四部分组成：结业考试（开卷）、社会实

践、学习心得、考勤。结业考试占 60%，社会实践占 15%，

心得体会占 10%，考勤占 15%。凡无故缺席一次扣 5 分，迟

到或早退一次扣 2 分，非特殊情况请假一次扣 3 分，考勤

低于 5 分（含 5 分）不予结业。经考核合格者，授予结业

证书。考核优秀者颁发“优秀学员”证书，“优秀学员”

比例不超过培训学员的 20%。 

5.各分团校开设课程的教师课酬由武汉大学团校承担，

其它费用由各分团校承担。学员结业证书及优秀学员证书

由武汉大学团校统一制作。 

6.各分团校要做好培训组织管理工作，落实组织筹备

工作，做好培训组织、成绩评定和评优总结等工作。各分

团校请于 11 月 1 日前将《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

培训申报表》和《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学员登

记表》纸质版交至校团委组织办公室，电子版发送至

whutwzzb@163.com。 

联系人：陈菊平  洪玮辰  于文博 

电  话：68772396  13437198202 

特此通知 

 

附件：1.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申报表 

2.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学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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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大学各分团校设置及校长、班主任名单 

 

 

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 

武汉大学团校 

2018 年 10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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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申报表 

 
分团校名称  

班主任  联系方式   

学员人数  

培训 

方案 

1. 分团校及本期培训班基本情况介绍 

2. 组织架构、管理及考核制度等 

课程安排 

1.开班式（时间、地点、负责人） 

2.团史团情团务专题（时间、地点、授课人） 

3.政治理论学习专题（主题、时间、地点、授课人） 

4.素质提升专题（形式、时间、地点、授课人） 

5.社会实践（形式、时间、地点、负责人） 

6.主题讨论（主题、时间、地点、负责人） 

7.结业考试（时间、地点、负责人） 

8.结业式（时间、地点、负责人） 

分团校审核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团校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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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武汉大学团校第二十一期培训班学员登记表 

 
分团校名称（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所在团支部 入团时间 联系方式 备注 

                      

                      

                      

           

分团校 

审核意见 

 

 

分团校校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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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武汉大学分团校设置及校长、班主任名单 

分团校序号 组成单位 牵头单位 分团校校长 班主任 班主任联系方式 

第一分团校 
文学院、历史学院、哲

学学院 
文学院 鄂茂芳 李梓铭 18637256533 

第二分团校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蔡  敏 魏君宜 15629076381 

第三分团校 
新闻与传播学院、艺术

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  烽 蒋晓婧 15927306879 

第四分团校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一君 邓龙真 15102774768 

第五分团校 法学院、社会学系 法学院 杨  辉 廖显杰 18327444953 

第六分团校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  欣 林  聃 15171088688 

第七分团校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祁  天 徐雅晖 15927170664 

第八分团校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育

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

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胡法拉 沈丹妮 15927280634 

第九分团校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卢丽珠 周  庆 1327703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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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分团校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徐芳琳 杨振霖 18372020838 

第十一分团校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石  蕾 王婧媛 15827294722 

第十二分团校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王曦阳 张  今 13037114369 

第十三分团校 动力与机械学院 动力与机械学院 黄佳倩子 陈峻杰 13277037519 

第十四分团校 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赵璐华 彭书媛 15927176593 

第十五分团校 城市设计学院 城市设计学院 刘  强 陈树林 13329884266 

第十六分团校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刘光明 郭文彬 18645714566 

第十七分团校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水电学院 刘嘉梅 赵  烨 13852587608 

第十八分团校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 史诗阳 蔡晓明 15827378066 

第十九分团校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学院 张文俊 田  朔 15629073121 

第二十分团校 
测绘学院、口腔医院

（口腔医学院） 
测绘学院 张  婧 杜  阳 17720220104 

第二十一分团校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印

刷与包装系、遥感信息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刘  茜 刘  洋 13297992732 

第二十二分团校 网络安全学院 网络安全学院 李炳辉 洪  伟 1562909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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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分团校 基础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 刘  馨 王晓菲 15629082152 

第二十四分团校 药学院、健康学院 药学院 严  璨 黄慧文 15623315080 

第二十五分团校 
人民医院（第一临床学

院） 

人民医院（第一临床学

院） 
雷宏博  88041911-86758 

第二十六分团校 
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

院） 

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

院） 
张翼飞 杜雪晴 15623250898 

第二十七分团校 医学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康 罗玉卓 15271630677 

第二十八分团校 
机关与直属单位、后勤

服务集团、图书馆                                                                                                                                                                                                                                                                                                                                                                                                                                  
后勤服务集团 吴  静  68756236 

第二十九分团校 附属学校 附属学校 余长平  1532736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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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           2018年10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