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
预算数

965.727176

965.727176

965.73

0

0

0

0

0

0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400.33 800.65

82.54 1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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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年度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各
项部署，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聚焦抓好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
基本职责，着力提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团，不断保持
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团结引领全市青年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让青春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二级指标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

服务青年创业就业创新创效

中长期目标

2023-2025年，全市共青团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标落实省、市第十四次党代
会决策部署，对标落实“三力一度两保障”工作格局，自觉扛起“三大光荣使命”，争当“两个确立”
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紧扣“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总动员总号令，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奋力开辟无锡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境界，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中谱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

物业费

青年发展型城市

年轻干部培养工程

团结凝聚、联系服务全市青年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希望工程

青春机关工程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我单位性质为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群众团体、一级预算、全额拨款单位。内部设有五部一室[分别是
组织部、宣传部（青少年权益部）、统战部（社会联络部）、青年发展部、学少部和办公室]，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核定人员编制26人，2022年底实际在编24人，退休人员2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无锡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名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无锡市委员会（本级）

单位
主要职能

1. 领导全市共青团工作，领导和指导市青联、市学联和市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工作，对全市性青年社团
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2. 参与制定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对全市共青团系统的青少年工作培训、青
少年活动阵地、青少年服务机构建设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
3. 参与有关青少年法规的制定、实施、监督等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处理、协调与青少年利益相关的事
务，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负责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4. 调查青年思想动态和青年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运动、青少年工作理论和思想教育问题，提出相应
对策，开展各项活动。
5. 协助政府教育部门做好大、中、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
6. 组织和带领全市团员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7. 参与制定全市共青团、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政策制度，开展对全市青年社会组
织和新兴青年群体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工作，开展全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
8. 负责全市青年统战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市青少年外事工作进行管理和服务。
9. 负责组织、指导做好全市团属事业、青少年事业发展的管理工作，负责承担实施全市“希望工程”
的有关工作。
10. 负责全市团的组织建设工作，协助党组织管理、选拔和培训团的干部。
11. 承担市委、市政府和团省委交办的有关工作。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市、区、校“青马学员”活动覆盖
人数

＝500次 ＝1000次

市、区、校“青马学员”活动场次 ＝2场 ＝5场

区域化团建工作、
行业团工委工作、
青年之家工作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开展青年主题活动场次 ≥2场次 ≥10场次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
设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制定出台《无锡市建设青年发展型

城市的实施意见》
＝0个 ＝1个

完成不良或严重不良青少年群体帮
扶个案数量

＝15个 ＝30个

开展“青春新坐标”项目申报会 ＝0个 ＝1个

“两法”宣传教育“法治公开课”
数量

＝1场 ＝2场

举办市级模拟法庭大赛场次 ＝0场 ＝1场

开展12355服务热线讲座进校园活动
场次

＝10场 ＝20场

完成个案心理咨询公益服务人数 ＝15人 ＝30人

评选市级示范型青年学习社数量 ＝5家 ＝10家

市级重点青年学习社线路数量 ＝1条 ＝2条

“网上共青团”建
设

制作线上线下青少年文化产品数量 ＝2个 ＝5个

开展“号手岗队”建设和示范活动
场次

＝2场次 ＝4场次

“一线有我 青春建功”行动覆盖职
业青年人次

＝500人次 ＝1000人次

开展农村青年培育发展活动场次 ＝2场次 ＝4场次

覆盖农村青年人才人次 ＝500人次 ＝1000人次
履职

职能1：领导全市共青团工作，
领导和指导市青联、市学联和
市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工作，对
全市性青年社团组织进行指导
和管理。

少先队思想引领工
作、中职中学共青
团和高校共青团工

作等

学校共青团和少先
队工作

职能2：参与制定青少年事业发
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
策，对全市共青团系统的青少
年工作培训、青少年活动阵地
、青少年服务机构建设等事务
进行规划和管理。

职能3：参与有关青少年法规的
制定、实施、监督等工作，协
助党和政府处理、协调与青少
年利益相关的事务，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工作，负责市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
日常工作。

重点青少年服务管
理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

“四进四促 青春
建功”行动

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服务青年创业就业
创新创效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
作

职能4：调查青年思想动态和青
年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运动
、青少年工作理论和思想教育
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开展各
项活动。

“青年学习社”建
设

职能5：组织和带领全市团员青
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进程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
用。

“一线有我 青春
建功”行动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全年举办赛事及路演活动场次 ＝1场次 ＝3场次

开展青年就业见习实习人次 ＝2500人次 ＝5000人次

志愿服务和社会联络工作活动场次 ＝15场次 ＝30场次

志愿服务和社会联络工作活动参与
人次

＝5000人次 ＝10000人次

青联及民族团结工作活动场次 ＝14场次 ＝19场次

青联及民族团结工作活动参与人次 ＝1200人次 ＝2000人次

青年人才工作活动场次 ＝2场 ＝4场

青年人才工作活动参与人数 ＝4000人次 ＝8000人次

职能8：负责组织、指导做好全
市团属事业、青少年事业发展
的管理工作，负责承担实施全
市“希望工程”的有关工作。

梦想改造+关爱行
动，暖冬行动等

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工作覆盖人数人次 ＝75人次 ＝150人次

年轻干部培养工程活动场次 ≥5场 ≥10场

年轻干部培养工程培养人次 ≥100人次 ≥200人次

评选表彰活动、团
员团干部教育工作

开展专题研讨场次 ≥1场 ≥3场

青马工程培训、挂
兼职干部选拔管理

开展培训场次 ＝2场次 ＝5场次

职能10：承担市委、市政府和
团省委交办的有关工作

活力机关“三个一
"

青春机关工程 开展青春机关工程完成率 ＝50% ＝100%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一定程度上提升团工作在全省范围
内的影响力

＝50% ＝100%

深化“号手岗队”青字号品牌影响
力

＝50% ＝100%

提升无锡城市创新创业活力 ＝50% ＝100%

针对重点青少年群体开展跟踪帮
教；面向广大青少年，提供法治宣
传教育、安全自护教育、心理健康

咨询等服务

＝50% ＝100%

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多样
化作用，发挥全市各青年志愿服务
组织和在锡高校作用，激发广大青
年志愿者服务热情，引领全市青年
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更好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50% ＝100%

进一步扩大青联组织的联系覆盖
面，不断凝聚青联的组织力和向心
力，扩大与优秀青年人才的广泛联
系

＝50% ＝100%

全省领先，为全省学校共青团和少
先队工作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工作经
验

＝50% ＝100%

满意度
党政认可，青年满意，引领广大青
年建功无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0% ＝100%服务对象满意度

职能9：负责全市团的组织建设
工作，协助党组织管理、选拔
和培训团的干部

团干部培养工程 年轻干部培养工程

二级指标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履职

服务青年创业就业

职能6：参与制定全市共青团、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
总体规划和政策制度，开展对
全市青年社会组织和新兴青年
群体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工作，
开展全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

志愿服务和社会联
络工作

团结凝聚、联系服
务全市青年

职能7：负责全市青年统战工
作，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市青少
年外事工作进行管理和服务。

青联、青年人才及

青年统战工作

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服务青年创业就业
创新创效

职能5：组织和带领全市团员青
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进程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