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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徽省委员会

转发《关于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做好 2019
年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

各团市委，省直团工委、省国资委团工委，各直属高校、企业团

委：

现将《关于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做好 2019 年毕业学生团

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请

抓好贯彻落实。

根据《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按时完成毕业生团员

的标记、团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相关团组织要完成毕业生团员团

组织关系审批接收等工作。另，近期团中央将统一组织在线培训，

请各直属团组织将培训需求统计汇总到附件 5，并于 6 月 5 日

17:00 前反馈至团省委组织部智慧团建系统专用邮箱。

联 系 人：王 政、王 法

联系方式：0551-63609732

团省委组织部智慧团建系统专用邮箱：ahzhtj@163.com

团省委组织部

2019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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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
团组字〔2019〕12号

关于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做好 2019 年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

团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中央金融团工委，中央企业

团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4·30”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团十八大、团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扩大组织

有效覆盖，推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解决学校学生团员

毕业后“失联”的问题，团中央决定在“智慧团建”系统上

集中开展 2019 年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可通过原就读学校团组

织、转入团组织或团员个人申请的方式，通过“智慧团建”

系统将其团组织关系转入学习、工作单位或户籍（居住）地

的团组织，各级团组织在“智慧团建”系统上收到转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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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根据毕业学生团员的实际去向，按照转接规范及时进

行审核。

1. 已落实工作单位（含自主创业）的毕业学生团员，由

原就读学校或毕业后工作单位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

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接至工作单位团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

立团组织的, 应转接至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学社衔

接临时团支部”。如因乡镇街道团（工）委书记空缺等原因，

乡镇街道团组织接收确有困难的，从 9 月份起应当由县级团

组织直接建立“学社衔接临时团支部”承担接收责任（下同），

县级团组织应当在一年内将这部分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转出。

2. 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各类学校团组织在新生入学

一个月内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创建新生所属的团组织，并

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发起转接，将新入学的学生团员团组织

关系转入。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和团员本人也可在录取学校新

生团组织创建后，登录“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毕业学生团

员团组织关系转出。在此之前，其团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原

就读学校原团组织。

3. 毕业后参军入伍的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团组织或

团员本人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接申请，

由省级团组织负责审核，审核通过后该学生团员将进入特殊

单位专属库进行集中管理。同时，毕业学生团员须按有关规

定办理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毕业后到涉密单位工作的

学生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中的转接参照此类型处理。

4. 离校前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原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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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接至

学生户籍所在地、生源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学

社衔接临时团支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直接将团组织关

系转接到毕业学生团员户籍所在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所属

的村或社区一级的团组织。

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学生团员在毕业后尚

未落实就业去向的，可在原就读学校保留团组织关系，一般

不超过 6 个月，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应在 7 月 31 日后对其做

好标记并编入“毕业学生流动团员团支部”集中管理，对符

合转出团组织关系条件的应当及时转出。

5. 出国（境）学习研究的毕业学生团员，参考《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和党组织关系管理的有关规定

（组通字〔2015〕33 号），按照党、团一致的原则将团组织

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学生团员毕业离校出国前，学校团

组织应要求其提交保留团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说明在境外

学习研究的地点、时间期限、境内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情况，

由学校团委审批后，统一登记造册备案。团员在国（境）外

期间，应由学校团组织编入“出国（境）学习研究团员团支

部”集中管理。

6. 毕业后因公出国（境）工作的毕业学生团员，参照已

经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学生团员，在出国（境）前将其团组

织关系转至派出单位的团组织。毕业后因私出国（境）的毕

业学生团员（求学除外），在出国（境）前将其团组织关系

转接至户籍所在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学社衔



- 5 -

接临时团支部”。

7. 延迟毕业的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在“智慧

团建”系统中对其做好标记，并创建延迟毕业团组织进行集

中管理。

8. 各级团组织在收到团组织关系转入、转出申请后，应

在 15 天内完成审核操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操作，系

统将默认审核通过。

二、工作任务

1. 全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关于推

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做好“学社衔接”准备工作的通

知》、《关于当前推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几项重点工作的

通知》要求，继续抓紧团员团干部信息在“智慧团建”系统

上的录入工作、持续登记 2019 年毕业学生团员基本信息、

加强非公企业建团等工作，为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

工作做好准备。要熟练掌握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的

规范流程（附件 1），熟练掌握“智慧团建”系统相关操作规

范（附件 2），紧紧围绕“学社衔接”各项考核指标（附件 3）

开展工作。

2. 依托“智慧团建”系统开展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

转接工作。

（1）6 月起，推进非升学、非参军入伍的毕业学生团员

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7 月 31日前，以各类学校团组织为责

任主体，要实现 100%发起团组织关系转接申请。9 月 30 日

前，地方团组织要基本完成团组织关系接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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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关系转入学生户籍所在地、生源地或本人、父母

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学社衔接临时团支部”后，由所在团组

织负责掌握其后续就业去向，并进一步做好团组织关系转接

工作。

（2）9 月起，推进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

工作。新生入学一个月内，录取学校团组织应 100%在“智

慧团建”系统上建立相应团组织，并发起新入学的学生团员

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10 月 31 日前，要基本完成团组织关

系转接工作。

（3）参军入伍的毕业学生团员应根据部队的要求，在

办理参军入伍手续时一并办理好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

（4）对于将团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的毕业学生

团员，学校团委应根据转接工作指引的要求建立相应团组织

并根据具体人数确定其隶属于学校团委或院系团委。对于目

前部分学校团组织尚存在少量未转出的 2017、2018 届毕业

学生团员，应当按照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规范的要

求，尽快将其团组织关系转出。毕业班团组织中的团员若已

经全部转出，学校团组织应在系统中将该团组织删除。

（5）北京、广东和福建三个地区的各级团组织要扎实

做好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其中，在本省（市）

内转接的，依托本省（市）“智慧团建”系统开展；涉及到

跨系统转接的，一律由组织关系转出方团组织在系统上发起

转接，相关团组织要严格按照通知精神和工作指引要求，做

好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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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1. 要高度重视。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到，毕业学生团

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是扩大团组织有效覆盖、提升基层团组

织组织力的重要举措，是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时间紧、任务重，是对各级团组织战斗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工作部署，组建专门

工作力量具体负责推进。各省级团委要明确该项工作具体负

责人，填写省级团委“学社衔接”工作负责人信息一览表（附

件 4），2019 年 6 月 6 日前上报团中央基层建设部。

2. 要明确责任。各级团的领导机关是毕业学生团员团组

织关系转接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应统筹推进好本地区本系

统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要明确基层建设部门

和学校部门的具体职责、任务分工，协同联动、共同推进；

要督促各类学校团组织发挥好“学社衔接”的源头作用，切

实掌握毕业学生团员去向，加强与地方团组织之间的联系沟

通，及时完成转出、转入操作；要督促社会领域各类团组织

切实扩大组织覆盖、真正把毕业学生团员都接住，学校团组

织要接住新入学的学生团员，乡镇街道团组织要发挥好兜底

作用。各类基层团组织要承担起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

接工作的具体责任，主动做好转接各项工作。

3. 要加强指导。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安排干部分片包干、

靠前指导，推进该项工作；要加强业务培训，指导基层团组

织按要求规范完成相关工作，团中央将统一组织在线培训，

请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前将培训需求表（附件 5）反馈至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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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基层建设部。

4. 要严肃纪律。不得拖沓延迟，各类团组织关系转接操

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得推诿扯皮，各级团组织不得

以非本单位正式编制职工、非本地区正式户籍居民等理由拒

绝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

设工作已列入中办、国办 2019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督查检查

考核计划，团中央将根据相关考核指标（附件 3），定期对各

省级团委工作进度进行评估，对工作拖沓不力的将进行全团

通报和严肃批评，对问题严重的团组织和负责人，要严肃问

责。

联 系 人：谢 简

联系电话：010—85212088

电子邮箱：tzytyglc@126.com

全团“智慧团建”系统技术咨询：张 皓 刘芊芊

联系电话：010—85212950；85212949

团北京市委转接业务咨询：范永胜

联系电话：010—83171218

北京“智慧团建”系统技术咨询：闫芳墨

联系电话：010—88011176

团广东省委转接业务咨询：梁祎山

联系电话：020—8719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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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智慧团建”系统技术咨询：游美英

联系电话：020—37574119

团福建省委转接业务咨询：黄毅婷

联系电话：0591—87517537

福建“智慧团建”系统技术咨询：俞 均

联系电话：0591—87621352

附件：

1.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指引图

2. “智慧团建”系统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业务

操作说明

3.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考核指标

4. 省级团委“学社衔接”工作负责人信息一览表

5. 培训需求表

团中央基层建设部

2019 年 5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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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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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智慧团建”系统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
接业务操作说明

一、“标记延迟毕业团员/教师／毕业学生流动团员”操

作方法

前提：对于本年度毕业的学校团支部（已被标记毕业时

间），系统会在 2019 年 6 月 1 日自动将其组织类别变更为毕

业生团组织。毕业学生团组织内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可在系

统内被标记为“延迟毕业团员”、“教师”或“毕业学生流动

团员”，单独标记和批量标记都支持。被标记后的延迟毕业

学生团员或教师可以正常进行组织关系转接，不归属于“学

社衔接”业务。未被标记的其他成员视为毕业生，开展的组

织关系转接属于“学社衔接”业务，即纳入“学社衔接”相

关统计，毕业生的个人资料中会显示 2019 级“毕业生”身份。

1. 学校领域各级团组织的管理员都有权限（若学校一级

的团组织为团支部，则其直属上级的管理员有此项权限）标

记延迟毕业学生团员、教师或毕业学生流动团员，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1）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点击“团员管理-

团员列表”菜单，进入团员列表界面。

（2）点击左侧组织树相应组织名称，勾选需要标记的

人员，点击“团员列表界面”左上角的“标记延迟毕业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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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毕业学生流动团员”按钮。

（3）选择被标记的成员身份：“延迟毕业团员”、“教师”

“毕业学生流动团员”。如果选择标记的为“教师”或“毕业学

生流动团员”，则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如果选择标记的为延

迟毕业团员，则必须选择“预计毕业时间”，填写“延迟毕业

原因”。延迟毕业学生团员选择的预计毕业时间必须晚于正常

的毕业时间，比如标记团支部毕业时间预计毕业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则延迟毕业学生团员的预计毕业时间必须晚于 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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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员列表”界面的“被标记成员身份”列会显示每个

成员目前的身份：“毕业生”或“延迟毕业团员”或“教师”

或“毕业学生流动团员”。

二、撤销延迟毕业团员操作方法

如果由于误操作将正常的毕业生标记为“延迟毕业团员”，

需要撤销其延迟毕业学生团员身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点击“团员管理-团员

列表”菜单，点击“延迟毕业团员列表”。

2. 点击“团员列表”界面左侧组织树相应组织名称，勾

选需要标记的人员，点击左上角的“撤销延迟毕业团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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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确定”按钮，该团员即可恢复至团员列表，预计

毕业时间恢复为该团支部的毕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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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社衔接”业务操作方法

从“毕业生团组织”办理组织关系转接转出团员，即为“学

社衔接”的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内“学社衔接”的组织关系转

接共 8 种：升学，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织），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织），出国（因公出国／

境），出国（境）学习研究，出国（因私出国／境），未就业，

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管理员进入管理中心，点击“业务办

理—组织关系转接办理”下方有“学社衔接”业务指引，必

须严格按照业务指引要求转入正确的团组织。业务提交成功

后，审批人可以通过“操作中心”查看审批收到的所有消息，

也可以通过“组织关系转接审批”菜单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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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出团组织发起：

（1）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点击“业务办理-

组织关系转接办理”菜单，点击“办理转出”。

 升学：选择转出团支部、转出人姓名、转入组织是否

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出原因（升学）、填写转

入学校名称、转入学校所在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织）：选择转出团

支部、转出人姓名、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

福建、转出原因[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

织）]、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

转入组织。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织）：选择转出团

支部、转出人姓名、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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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转出原因[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

织）]、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

转入组织。

 出国（因公出国／境）：选择转出团支部、转出人姓

名、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出原因

[出国（因公出国／境）]、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作

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出国（境）学习研究：选择转出团支部、转出人姓名、

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出原因[出国

（境）学习研究]、选择转入组织。

 出国（因私出国／境）：选择转出团支部、转出人姓

名、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出原因

[出国（因私出国／境）]、填写户籍地或居住地详细

地址、转入组织。

 未就业：选择转出团支部、转出人姓名、转入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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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出原因（未就业）、户

籍地或居住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参军入伍等涉密情况：选择转出团支部、转出人姓名、

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出原因（转

往特殊单位团组织）。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无需选择

转入组织，业务提交后由省级团委管理员负责审批。

（2）审批流程

 如果选择的转入组织为团支部，则该团支部或团支部

直属上级管理员进行审批，同意后则转入该团支部，

转接完成。

 如果选择的转入组织是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则该

组织管理员在审批同意后会在“操作中心”再收到一

条审批消息，将新转入的团员分配进适当的团支部，

转接完成。

2. 转入团组织发起：

（1）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点击“业务办理-组

织关系转接办理”菜单，点击“办理转入”。

 升学：填写需转入的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点击查

询；选择转入原因（升学）、填写转入学校名称，转

入学校所在地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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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织）：填写需转入

的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点击查询；选择转入原因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织）]、填写工作

单位名称、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织）：填写需转入

的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点击查询；选择转入原因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织）]、填写工作

单位名称、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

 出国（因公出国／境）：填写需转入的成员姓名、身

份证号码，点击查询；选择转入原因[出国（因公出国

／境）]、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

址。

 出国（境）学习研究：填写需转入的成员姓名、身份

证号码，点击查询；选择转入原因[出国（境）学习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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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因私出国／境）：填写需转入的成员姓名、身

份证号码，点击查询；选择转入原因[出国（因私出国

／境）]、填写户籍地或居住地详细地址。

 未就业：填写需转入的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点击

查询；选择转入原因（未就业）、填写户籍地或居住

地详细地址。

（2）审批流程

 由转出组织（转接毕业生团员的原支部或支部直属上

级）管理员审批。审批通过后，若转接发起方为团支

部，则毕业生团员直接转入该团支部，转接成功。

 若转接发起方为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则该转出组

织管理员需将新转入的团员分配进适当的团支部，转

接完成。

3. 团员个人发起：

（1）团员登录系统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左侧“关系转接”

菜单。

 升学：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

接原因（升学）、填写转入学校名称、转入学校所在

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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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织）：选择转入组

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接原因[已落实工作

单位（工作单位有团组织）]、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

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已落实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织）：选择转入组

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转接原因[已落实工作

单位（工作单位无团组织）]、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

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出国（因公出国／境）：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

／广东／福建、转接原因[出国（因公出国／境）]、

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转入

组织。

 出国（境）学习研究：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

广东／福建、转接原因[出国（境）学习研究]、转入

组织。

 出国（因私出国／境）：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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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福建、转接原因[出国（因私出国／境）]、

填写户籍地或居住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未就业：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

转接原因（未就业）、填写户籍地或居住地详细地址、

转入组织。

 参军入伍等涉密情况：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

广东／福建、转接原因（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转

往特殊单位团组织无需选择转入组织，业务提交后由

省级团委管理员负责审批。

（2）审批流程

 由转出组织（团员原团支部或原团支部的直属上级）

管理员审批。审批通过后进入下一个节点，由转入组

织进行审批。如果选择的转入组织为团支部，则该团

支部或团支部直属上级管理员进行审批，同意后则转

入该支部，转接完成。

 如果选择的转入组织是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则该

组织管理员在审批同意后会再收到一条审批消息，将

新转入的团员分配进适当的团支部，转接完成。

注意事项：

1. 各级团组织在接到团组织关系转入、转出申请后，应

在 15天内完成审核操作，如果有组织关系转接业务超过 10

天未审批，管理员登录系统后会收到提示；如 15 天内不完

成操作，系统将默认当前节点审核通过，但是分配团支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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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行操作，未分配团支部仍然视为业务未完成。

2. 组织关系转接业务，管理员发起办理转出以及团员个

人发起关系转接时，需要选择“转入组织（新组织）是否属于

北京／广东／福建”，如果属于则选择“是”，再选择属于三者

中的具体哪一个省（市），最后在选择“转入组织”时将只显示

该省（市）的数据。如果转入的组织不属于北京／广东／福

建，则“转入组织（新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选

择“否”即可，最后在选择“转入组织”时可以搜索到全团（除

北京／广东／福建）的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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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考核指标

一、考核指标

1.核心考核指标：“学社衔接率”

（本组织所有完成转接的非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组

织外成功转入本组织的非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本组织

所有非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组织外申请转入本组织的非

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已退回的组织外申请转入本组织的

非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

注：

（1）毕业后因未落实就业去向将团组织关系留在原就

读学校的毕业学生团员视为未完成转接；

（2）未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的均视为待转接的非升

学毕业学生团员，纳入分母统计。

2. 辅助考核指标：“升学衔接率”

（本组织所有完成转接的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组织

外成功转入本组织的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本组织所有

发起升学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的毕业学生团员数+组织外申请

转入本组织的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已退回的组织外申请

转入本组织的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数）

二、验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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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指标主要反映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开展情况，作为各级团组织推进工作的参考和验证依据。

1.团组织关系转出发起率。可分为（1）总体发起率：本

组织中已发起组织关系转出的团员数/本组织纳入“学社衔接”

的团员数；（2）转出方发起率：转出方团组织及团员本人发

起组织关系转出的团员数/本组织纳入“学社衔接”的团员数。

2. 团组织关系转出成功率。本组织已完成“学社衔接”

转出的团员数/本组织纳入“学社衔接”的团员数

3. 团组织关系转入成功率。本组织已完成“学社衔接”

转入的团员数/已发起转入本组织的团员数

4. 团组织关系转入审核率。（已完成“学社衔接”转入

的团员数+本组织拒绝转入团员数）/已发起转入本组织的团

员数

5. 审核退回率。线上转接流程中任意节点对同一转接申

请（即同一名团员转入或转出同一组织）退回两次将被系统

记录，审核退回率指此项记录占该节点接到的所有转接申请

的比率。即：对同一申请退回两次的数量/收到的所有转接数

（不重复统计）。可细分为转入审核退回率和转出审核退回

率。

6. 审核积压率。线上转接流程中任意节点超过 15 天未

审核的申请占该节点接到的所有转接申请的比率。即：超过

15 天未处理转接数/收到的所有转接数（重复统计）。可细化

为转入审核积压率和转出审核积压率。

7. 就业单位未建团率。已在本组织本系统落实就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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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毕业学生团员中因单位未建团而转往乡镇街道“学社衔接

临时团支部”的比率。

8. 县级流动团员衔接率。转往县级“学社衔接临时团支

部”的毕业学生团员占全部转往“学社衔接临时团支部”的

毕业学生团员的比率。

三、基础数据

1. 总体数据

（1）纳入“学社衔接”的团员数，即全体毕业学生团

员数。

（2）因毕业后尚未落实就业去向、在原就读学校保留

团组织关系的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学生团员数

量。

（3）已完成团组织关系转接的毕业学生团员数。从各

类学校毕业后成功将团组织关系从原学校团组织转入社会

各领域的团支部和升学后团组织关系被新的学校团支部接

收的毕业学生团员数。

2. 转出方团组织数据

（1）本组织已开展组织关系转出的毕业学生团员数，

即本级团组织所有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已经开展过团组织

关系转出的毕业学生团员数，多次发起不重复统计，可细分

为转入方发起数、转出方发起数。

（2）已完成团组织关系转出的毕业学生团员数，即从

本组织申请团组织关系转出并被转入团支部成功接收的团

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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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转入团组织拒绝接收的毕业学生团员数。

3. 转入方团组织数据

（1）申请转入本组织的毕业学生团员数，即在“智慧

团建”系统中已经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本组织的毕业学生团

员数，多次发起不重复统计，可细分为转入方发起数、转出

方发起数。

（2）已完成团组织关系转入的毕业学生团员数，即所

有在“智慧团建”系统中申请转入本组织，且已被团支部成

功接收的团员数。

（3）待审核的转入毕业学生团员数，包括已由转出组

织完成操作，但本组织尚未审核通过或尚未分配到团支部的

毕业学生团员数。

（4）团组织拒绝转入的团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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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省级团委“学社衔接”工作负责人
信息一览表

省级团组织名称（盖章）

姓名 部门及职务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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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培训需求表

省级团组织名称（盖章） 填报人：

参训人数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