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文件

大交大团发[2019]5 号

★

关于做好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以下简称《团章》）和《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以下简称《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第

十二次团代会代表选举、委员推荐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名额为 220 人，约占团员

数总数的 1.53 %。

各单位根据代表分配名额，自下而上，反复酝酿产生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经本单位党组织审查批准，报请团代会筹备委员会审查通过，然后由本单位召

开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代表。

二、第十二届委员会的组成及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办法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设 21名委员，经基层团组织民主推



荐，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由第十一届委员会提出候选人预备名单，报请

校党委和团市委审批后，提交大会主席团，经大会主席团初步确认，提交各代

表团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建议名单，提交大会

进行选举；拟设立常务委员会，由 9 人组成，团委书记 1 人，团委副书记 2

人。

三、选举办法

（一）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选举单位实行差

额选举产生，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 20%。

（二）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由本次团代会实行差额选

举产生，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 20%。

（三）常委会由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实行差额选

举产生，候选人数比应选人数多 1 人。

（四）团委书记、副书记由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实行等额选举产生。

以上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四、材料上报。各单位要按照大会筹备工作的整体时间安排有序推进，大

会代表的选举和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人选的提名推荐工作的各类上报材

料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报。具体内容有：

1、3月 20 日 9:00 前，附件 3 报送至刘灿娟 oa，3月 25 日 12:00 前，附

件 5、附件 7报送至刘灿娟 oa，。

2、报送方式：加盖本单位党团组织公章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同时报

送。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mailto:附件4报送至学校团委邮箱dayituanwei@163.com，11月11
mailto:附件11报送至校团委邮箱dayituanwei@163.com


附件：

1、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名单

2、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3、***团委关于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酝酿情况及选举组

织方案的报告

4、关于各选举单位召开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的说明

5、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况报告单

6、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7、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汇总表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12 日



附件 1：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筹备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赵文春

副主任：叶凯

秘书长：刘灿娟

副秘书长：赵春越

成员：王鹏 闻竹 王雷 吴伟 唐仁宇 皮正宏 宋凯琦 李研 谷鹏

刘浩 吕立群 张羽 付铭举 窦涵 程飞 李智通 张乐天 董文桐

代表资格审查组组长：刘灿娟（兼）

团费收缴使用情况审查组组长：赵春越（兼）



附件 2：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以下简称《团章》）及《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以下简称《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制定

大连交通大学各选举单位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下简

称团代会）代表产生办法。

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团的选举规则规定，下列人员在团内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组织关系在大连交通大学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受留团察看

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的除外）；

（二）在大连交通大学担任团内领导职务或直接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外）；

下列人员在团内有被选举权：

党团组织提名为团的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或团的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

二、代表名额总数及分配

根据《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从大连交通大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有

利于组织和召开会议，有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经校党委批准，共青团

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确定本次团代会的代表名额为 220 人，约占我校团员总数

的 1.53%，代表要兼顾代表性和广泛性的原则。

本次团代会原则上按照各单位的团员人数占全校团员总数的比例，同时结

合实际工作需要分配正式代表名额。

三、代表产生的程序

（一）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酝酿和报批

（1）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各选举单位组织基层团支部酝酿讨论，



按照多于代表名额 20%的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团员的意见，保证团

员参与的数量和比例，提出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初步人选名单，经与校团委、学院党组织沟通后，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

单，并在选举单位范围内通报。

（2）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形成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各选举单位采取谈话、测评等多种方式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逐个进行考察，

经公示、本单位党总支审批后向团代会筹备委员会呈报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

单和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3）。

（3）筹备委员会对上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及时批复。审查内容包括，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酝酿提名程序和方法、差额比例是否符合规定，构成是

否合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是否符合代表条件。对不符合规定程序和不符合

条件的要提出调整意见。

经过调整后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没有达到多于应选名额 20%标准的，选举

单位可以及时向本单位党组织和筹备小组补报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筹备

委员会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批复。

（二）代表的选举

团代会筹备委员会批复同意各选举单位的代表候选人人选后，由各选举单

位筹备召开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或团代表大会进行代表选举。各选举单位

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交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酝酿通

过，确定为代表候选人,再通过差额选举的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

生出席团代会的代表。具体要求见《关于各选举单位召开团员大会、团的代表

大会或团代表会议的说明》（见附件 4）。

校团委成员分配到有关选举单位，作为代表候选人参加选举。

（三）代表选举结果的报批

各选举单位按照文件规定选举产生出席团代会的代表后，向筹备委员会呈



报经本单位党总支审批过的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

表及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情况汇总表和共青团大连交

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况报告单(见附件 5)。



附件 3

***团委关于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酝酿情况及选举组织方案的报告

第十二次团代会筹备委员会：

根据《关于召开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为《通知》）精神，***团委就有关代表酝酿情况及选举组织方案

报告如下：

一、代表候选人酝酿的方法步骤

我们按照预分方案的代表名额及构成要求（召开了***团委所属团组

织负责人会议或者其他形式），采取自下而上推荐，上下结合，反复酝

酿的方式，充分发扬民主，严格履行程序，根据多数团组织和团员青年

的意见，***党总支同意后，提出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初步名单，通过

谈话、测评、***等方式对代表候选人人选逐个进行考察，并公示无异议，

形成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二、代表候选人提名原则

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在

具备《通知》要求的先进性的同时，还兼顾了广泛性和代表性，包括专

职团干部、学生、***、***等，以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代表。

三、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构成情况

***学院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



备人选为*名，其中，男代表*名，占*%；女代表*名，占*%；中共党员（含

预备党员）代表*名，占*%；共青团员代表*名，占*%；团的专职工作者*

名，占*%；非团学干部的团员学生和青年教职工的代表*名，占*%；研究

生团员代表*名，占*%；少数民族团员代表*名，占*%。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平均年龄为**岁。

四、拟采用的选举方式及差额比例

根据选举工作要求，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的代表名额为*名，我单位拟定于**月**日召开团代会（或者团代表

会议、或者团员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按照多于代表分配名额 20%

的差额比例，进行差额选举。选举工作结束后，及时将相关材料于 3 月

25 日 12:00 前上报。

当否，请批示。

共青团***委员会

****年**月**日



附件 4：

关于各选举单位召开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或

团代表会议的说明

一、各选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要召开团员大会或团的代表大会

选举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二、团员人数在两千名以上或下设团委的单位，在必要时，经同级党组织

和上级团组织批准，可以召集团代表会议，选举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选择通过召开团代表会议选举出席团代会的代表，

团代表会议的代表名额一般不少于该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总数的两倍。

三、在召开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选举出席团代会的代表

时，实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会议方为有效。在计算应到会人

数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不计算在内：

1、因患有疾病等原因导致不能表达个人意志的；

2、出国、出境半年以上的；

3、虽未受到留团察看以上处分，但正在服役的；

4、工作调离、外派锻炼、外出学习或工作半年以上，按规定应转走正式

组织关系而未转走的。

除以上四种情况外，不到会的应算为缺席人数。

四、在选举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 20%。



附件 5：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况报告单

团代会筹备委员会：

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候选人预备人选经批

复后，根据有关规定，我单位认真组织了代表选举工作。

按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等文件的要求，我单位于

2019 年 月 日召开了（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团代表会议）。会议

应到代表（团员） 名，因事因病缺席 名，实到代表（团员） 名，

超过应到代表（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会议有效。会议共发选票 张，

收回选票 张，无效票 张。

按照代表名额分配要求，经选举，我单位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 名。其中，男代表 人，女代表 人，教工代

表 人，学生代表 人，党员代表 人，少数民族代表 人；代表平

均年龄 岁，代表最大年龄 岁，代表最小年龄 岁。

按照有关规定，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同志作为代表候选

人参加我单位的选举，当选为出席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

表。

特此报告。

选举单位：

（团组织章） （党组织章）

2019 年 月 日



附件 6：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以下简称《基层规则》）

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工作需要，经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研究，并

报学校党委和共青团大连市委批准同意，确定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

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 26 人，按照不少于 20%的差

额比例选举产生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21人。

一、团委委员的产生程序

团委委员的产生，根据《基层规则》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凡召开团

的代表大会选举的，由上届团的委员会广泛征求所属团组织的团员的意见，提

出候选人预备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提交大会主席团，经

大会主席团初步确认，提交各代表团（小组）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

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我校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采用大会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

二、团委委员候选人人选提名原则及要求

（一）团委委员候选人人选提名应该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要从有利于团

的工作的角度出发，在提名团委委员候选人时，严格依照团委委员候选人应具

备的条件进行，把符合条件、在团员青年中有威信的优秀同志推荐上来。

（二）按照整体结构合理、全面适应团的工作需要的原则，委员候选人人

选的提名要注意专兼结合。

委员候选人人选的提名工作，应注意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酝

酿提名工作开始前，要对广大团员和各级团组织公开宣传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提

名原则和对人选的基本要求，使团员和团组织理解提名原则，明了候选人人选

的提名条件。第二，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推荐程序，组织广大团员充



分酝酿提名，保证团员参与的数量和比例。同时，要防止不讲原则，不论提名

条件，凭个人好恶取人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出现。第三，领导小组要根据多

数团员或团组织的意见，确定候选人人选名单，并认真做好提名人选的考察工

作。

三、团委委员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水平高，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能经得

住考验；

（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

和过硬的专业素质，具有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有丰富的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实践经验，

有较强的议政议事能力；

（四）有奉献精神，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在本职岗位上有工作实绩；

（五）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善于协商共事，密切联系广大团员青年，在

团员青年中有较高的威信。

四、团委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酝酿工作，采取自下

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法：

1、各选举单位组织基层团支部团员按照委员候选人的条件与结构要求酝

酿提名 3名候选人（见附件 6）。各选举单位将本单位提名情况汇总后报大会

筹备委员会（见附件 7）。

2、由上届团的委员会汇总各选举单位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对提名人选

逐一考察，广泛征求所在单位党组织、团组织等方面的意见后，拟定共青团大

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名单（26 名），报请校党委和团

市委审批同意。

3、校党委和团市委同意后，预备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经主席团初步确



认，形成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并提交各

代表团酝酿讨论。

4、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

举。

五、工作要求

各选举单位要深刻意识到提名推荐工作是一项政策性、程序性强的工作，

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扎实的业务技能加强组织领导。要严格按规定的程序组织

提名推荐工作，严格按照工作的提名推荐工作的整体部署，顾全大局，及时上

报工作情况。



附件 7：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汇总表

选举单位： （团组织公章） 单位党组织： （公章）

编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工作时间 单位及职务 备注

1 张三 男 汉 199505 中共党员 本科在读 —— 校学生会主席

2 张三 男 汉 199505 共青团员 研究生 201205 XX 学院团委书记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