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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
探索青年思想引领内涵式发展一

01 抓住重大时间节点，坚持理想信念

教育

02 把握百年校庆契机，传承上财特

色文脉
打造融合家国情怀与上财特色的艺

术作品

03 拓展知行实践课堂，引导青年建

功立业
年平均参与社会实践青年超过 2000

人次，足迹遍布 31个省市自治区。

聚焦成长成才之路 ,
拓展校园文化品牌多维度需求二

01 繁荣多元校园文化，用心陪伴青年

成长
>>“甲申讲坛”
累计开展 128 场，覆盖观众 20000

余人次
>>SUFE 如师说
>> 毕业季主题活动，年度参与在校

生 2000余人次

02 持续围绕一心双环，引领社团多

元覆盖
注册在籍的学生社团共 80 个，年度

平均开展社团常规活动 1800 余场，专项
活动 300 余场。持续开展百团大战、社
团文化节、社长全明星等品牌活动。

04 加强维护青年权益，引导青年自

主管理
打通维权反馈渠道、健全维权机制、

举办维权活动
“维权小助手”网上平台平均每年

度有效处理投诉 600余起。

助力升级育人平台 ,
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新模块三

01 探索教育规律 , 构建创新育人生态

系统
“一核心二阵地 三平台多活动”
>>6 大特色课程模块、近 30 堂创业

课程、获批全国首批高校创新创业 50 强
>> 挑战杯、创青春、进化圈、众创

空间、匡时创业班、创客集市

02 强化项目机制，传承公益志愿服

务精神
年平均开展志愿服务 1500 余场，参

与志愿服务 20000余人次。
>> 小白菜、小蓝莓、小红豆
>> 逐梦行、桃蹊、兴家、阳光宝宝

03 探索网络新媒体第三育人平台
>> 上财青年 + 上财学生会 + 上财社团

联 +上财研究生会四大平台
>> 结合主题活动，做好专题推送
>> 开设“网络思库”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探寻团学组织改革创新活力点四

01 规范制度建设 激发基层团组织活力

>> 加强党建带团建，发挥团学组织核
心引导作用

>> 规范制度建设，坚持落实“三会两
制一课”

>> 坚持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扩大团组
织覆盖面，提升影响力

02 坚持创优评优，发挥青年朋辈引

领作用
>> 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 积极选拔团学骨干参加骨干训练

营，提升理论素养

03 探索系统开发，创新团学基层组

织管理
>> 第二课堂成长系统——可视化，全

流程有效记录

五四晨跑

团校暨青马工程训练营建团 90 周年演讲比赛

匡时百年·
共铸荣光

匡时礼赞

匡时魂

金翼杯 毕业晚会 亮灯仪式

03 推进博雅艺术教育，培养青年人

文情怀
艺术沙龙 20 余场，艺术类专场演出

10余场，覆盖学生 1000余人次。

民乐 合唱

话剧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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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
组织改革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

02

01 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立足三性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03 坚持领导
紧扣时代主题
创新体制机制

04 强化职能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基本原则

01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02坚持学生主体地位

03 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

04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

主要目标

职能作用更加明确01

02 代表性更加广泛

03 队伍作风更加严实

04 工作效能更加彰显

改革措施

全面加强思想引领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深入优化组织体系 建立规范工作制度

01 明确学生会组织基本定位与职能

团委

学生会、研究生会组织

学生社团相关学生组织

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

外围延伸手臂

>> 巩固完善“一心双环”团学组织格局
>> 强化学生会职责，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02 优化学生会组织体系

完善校学生会主席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制度

明确校学生会对院学生会

院学生会对班委会的指导职责

加强指导

健全考核制度 公开考核结果

组织考核

学校

学院班级

深化三级联动工作格局

完善校学生会主席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制度

明确校学生会对院学生会

院学生会对班委会的指导职责

加强指导

健全考核制度 公开考核结果

组织考核

03 精简学生会组织机构

改革职能部门设置
>> 纵向：明确职能划分
>> 横向：开展项目制协同管理
集体决策学生会组织工作
>>聘任秘书长1名（团委专职干部兼任）
>> 设主席 1名，副主席若干
>> 各职能部门不设置副职

02 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引领
>> 持续推进理想教育
>> 引领青年关注时事
>> 提升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

03 引导服务广大同学成才报国
深化联系服务内涵

提供知识教育
促进素质养成
引导就业创业

创新服务方式载体

关注思想动态
开展主题活动
鼓励参与实践

04 改革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
>> 每两年召开一次校级代表大会
>> 每年召开院级代表大会
>>“常代会”——学生常任代表会制度
>> 班级、院级学生会选举产生学生代表
>> 全校范围公开选拔、差额选举校学生
会主席团01 坚持完善校党委领导、校团委指

导下的学生会组织体系
>> 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
>>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改革创新工作方法 综合提升工作效能

>>建立日常调研机制——“青年之声”、
“SUFE 权益小助手”
>>完善维权制度——完善大会提案、“维
权面对面”等机制
>> 强化权益服务职能——增大权益服务
工作在院级学生会考评中的比重

01 健全学生权益代表和维护机制

02 加强网上学生会建设

03 完善学生会组织经费管理和使用

制度
>> 实行预算管理制度
>> 跟踪经费使用情况
>> 规范院级经费管理

01 规范学生干部的选拔、考核、培

养
>> 优化培养机制
>> 建立退出制度
>> 健全考核机制
>> 完善选拔制度

健全完善培养制度 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02 加强学生干部作风建设

>> 深化学生干部健康成长教育
>> 建立健全学生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 将作风建设列入评价体系

大力增强支持保障 发挥各级组织优势

01 加强党的领导和团的支持

>>校党委
纳入整体布局，重视骨干培养
定期听取汇报，提出指导要求 

>>校团委
加强科学指导，重点监督
尊重支持依法依章程开展活动

>>学生组织
协助加强学生社团管理
支持开展社团课外活动

组织实施

校党委
• 制定下发

校团委
• 把握重点
• 协调资源
• 细化方案
• 积极落实

学院部门
• 政策支持
• 资源保障 

学生组织
• 稳步推进

上海财经大学共青团
改革实施方案

一 总论
1、依据：《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

2、贯彻落实：2个精神 +3 个文件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党中央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的意见》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二 指导思想
>> 积极适应

新形势、新发展和新特点
>> 完成使命

“立德树人、探索真理、匡时济民、
传承文化” 
>> 实现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立足三性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 构建格局
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

严治团

三 基本原则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2、坚持学生主体地位
3、坚持聚焦重点问题
4、坚持统筹推进改革

四 主要目标
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强化管理
探索制度创新
提升组织活力
加强团干部队伍培养

>> 服务青年
增强团员意识和组织凝聚力
扩大服务师生工作覆盖面
发挥共青团组织育人定位

01 改革完善机构设置

>> 加强团教协作
专项联席会议、第二课堂实践育人

>> 扩大组织覆盖
同级党组织部署 +青年教工组织建设

>> 完善机构设施
“中心部门 +X 项目”

02 推进直接联系青年师生制度

>>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
>> 常态化下沉基层
>> 情景化“网络思库”建设

03 构建优化项目管理工作机制

>> 探索组织运作模式
项目化、制度化、扁平化

>> 创新制度模式
健全“众创众筹众评”制度，开发实

践育人协同项目新模式
>> 结合数据反馈

分析团学项目热点、考察反馈广大师
生对共青团工作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改革健全基层组织制度

01 构建党领导下的“一心双环”团学

组织格局

02 落实和完善团的代表大会制度

>> 增强代表性
>> 听取团员代表意见 畅通代表参与渠道
>> 坚持基层团支部直接选举制度，鼓励
差额选举

03 巩固和创新基层组织建设

>> 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
>> 开展灵活多样各级团课、团日活动
>> 探索班团一体化运行机制
>> 明确职责分工组织评优创优计划
>> 创新化管理直属教工团组织平台

改革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01 构建思想引领分层分类一体化工作

体系
>>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探索符合青年学生成长客观规律和思
想教育引导的新模式、新方法

>> 对标培养方案
拔尖型、卓越型、创业型

>> 第二课堂特色
个性化培养方案 +多元融合实践育人
多维度统计分析 +决策报表
“第二课堂成绩单”多元呈现

03 推进青年思库和新媒体平台建设

>> 主动打造正能量新媒体平台
>> 同心圆结构、“网格化”辐射
>> 注重专业结合及深度挖掘

04 完善学生权益维护常态化帮扶机

制
“SUFE 权益小助手”、“青年之声”

维权专栏、“维权面对面”

改革完善团干部选拔、培养、
使用和管理机制

01 改革团干部配备考核管理制度

打造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的共
青团干部队伍。

倡导青年教师兼职团干部工作，并
纳入教学工作量考核。

从严选拔、管理共青团干部，采用
针对性的考核管理模式。

五 改革举措

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工作运行机制

02 完善团干部培养培训使用制度

>> 完善激励机制
强化理想信念与党性作风建设
加强青年思政工作研究推进
专职团干纳入思政教师评聘考核

>> 加强管理工作
定期述职并接受监督
完善校内外流动制度
优化学生骨干考核制

改革强化保障机制

01 优化加强党建带团建机制

02 优化资源条件保障机制
>> 支持团组织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 完善团干部配备和管理

02 提升第二课堂实践育人多元融合

培养能级

>> 学校党委制定下发文件
>> 校团委及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 二级党组织指导团组织部署落实

六 组织实施

>> 构建分层分类一体化思想引领工作体
系

“网络化”

校级平台

二级院所平
台

艺术团队平
台

学生社团自建
平台

上财学生会

上财研究生

上财社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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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代表名单

第一代表团
（会计学院 共计 29 人）

地点：四教 102 
团 长：朱 枫
副团长：蓝紫文 
联络员：王 韬

朱 枫（女） 秦 茜（女） 蓝紫文（女）
杨 震（女） 王 韬（女） 匡文静（女）
张苏哲（女） 侯诗琪（女） 旷俊宇（女） 
韩逸青（女） 朱怡然（女） 史文韬（女） 
周颖惠（女） 张祺琦（女） 陈赞女（女）
吕 良（女） 崔家兴（女） 韩思特（女） 
蔡曾飞（女） 何 友（女） 朱钰寒（女） 
冉森林（女） 陈尔雅（女） 姜雨佳（女）
吴 垠（女） 龙家圆（女） 李瑞雪（女）  
李缘缘（女） 黄鑫芸

第二代表团
（金融学院 共计 26 人）

地点：四教 103 
团 长：王昕程
副团长：梁传莘
联络员：郑佳雯

袁海萍 王昕程（女） 梁传莘
马 凯 马海玲（女） 马思瑾（女）
王一然（女） 白天阳 刘彦麟
李 晔（女） 李朝元 吴 峥
何宣力 张泽宇 张志成
张 瑜（女） 周韵笛（女） 郑佳雯（女）  
赵振伯 赵志鹏 柯昶旭
曹梦娅（女） 程茜萌（女） 曾 坤
谭 和 黎丽敏（女） 

第三代表团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财经研究所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共计 26 人）
地点：四教 104 
团 长：孙永亮
副团长：田 立
联络员：曹杰超

第四代表团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共计 29 人）

地点：四教 106 
团 长：王伏璐
副团长：薛  靖
联络员：张艺辰

田志伟 王伏璐（女） 朱一琳（女）
陈霄雯（女） 高 琦（女） 郭 晨（女）
贺子津（女） 金 静（女） 李海宁（女）
吕佩伦 宋爱萍（女） 宋雪梅（女）
铁金堂 王 玥（女） 王子豪
王子仪（女） 吴佳杨（女） 吴照昆
邢 熠（女） 薛 靖 杨舒涵（女）
俞莫易 苑孜怡（女） 张皓然
张亚卓（女） 张艺辰（女） 赵 晨（女）
赵艺帆（女） 朱江斐

第五代表团
（经济学院 法学院 共计 34 人）

地点：四教 108 
团 长：崔士超
副团长：张欣馨
联络员：钱一嘉

沈亦骏（女） 崔士超（女） 张欣馨（女）
王美斌（女） 吴雨萌（女） 李歆璇（女）
李任翾（女） 李天灝（女） 杨浩宇（女）  
饶馨怡（女） 胡若扬（女） 钱一嘉（女）
顾文超（女） 袁 航（女） 徐歆煜（女）
曹思力（女） 黎小琛（女） 熊鹤辉（女）  
周  燕（女） 隋江龙（女） 孟祥冉（女）
曾月慧（女） 张语心（女） 李景仟（女）  
龚福玉（女） 徐秀梅（女） 高雅萍（女）

第六代表团
（信息工程与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商学院 数学学院
共计 34 人）

地点：四教 110 
团 长：陈春霞
副团长：王莹珏
联络员：冀盈睿

梁毓琪（女） 陈春霞（女） 王莹珏（女）
宋亦心心（） 张雪琦（女） 张凯帆
张萌琦 刘 赟（女） 路佳慧（女）
郭乃旗 陈 睿（女） 冀盈睿（女）
桂 阳 文姿璇（女） 徐子铭
朱春鹏 赵 一 刘宝晗（女）
宁 开 施恒涛 古志祥
李晨煜 周晓晗（女） 赵子祺
黄学慧（女） 马鸿钊 王星元
黄承毅 杨建平 张天翼
赵博文 赵伯瑞 李梦杨（女）
赵  妍（女） 

第七代表团
（统计与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共计 26 人）

地点：创业中心 102
团 长：庄 美
副团长：王莹珏
联络员：高云山

曹东勃 庄  美（女） 邬  蕾（女）
谭  钧 李思寰 钱天赐
查惠俐（女） 刘  勉 韩俣谈（女）
上官约翰（） 陈紫薇（女） 袁钊颖（女）
张玉玮（女） 陈金璐（女） 成源远（女）
夏雪寒（女） 顾沁湄（女） 胡炯黎
高山云（女） 王  威 冯梦琛（女）
董  逸（女） 张寒宇 秦钾茗
李雅慧（女） 奚清远

任 劼（女） 张 源（女） 金 超（女）  
刘 倢（女） 申 宇（女） 邹家慧（女）
郝梓朝

贺巍巍（女） 田 立（女） 孙永亮（女）  
周 延（女） 徐 宇（女） 王宇飞（女）  
崔良敬（女） 韦澄滢（女） 谢 静（女）
曹杰超（女） 刘 雯（女） 高宏剑（女）  
石梦婷（女） 苏 蕊（女） 李 治（女）  
张艺捷（女） 尹苏晴（女） 朱卫君（女）
杨一鸣（女） 张 京（女） 李成宇（女）  
李金彤（女） 梅 兰（女） 张 幸（女）
孟祥婧（女） 汪 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