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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团建”系统
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
（3.0 版 2021 年 6 月团中央基层建设部发布）

1. 目的

本《指引》用于指导各级团组织、毕业学生团员依托“智慧

团建”系统规范开展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2. 转接类型

2.1 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各类学校团组织于新生入学后

1个月内，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建立新生所属团组织，并及时

将新入学的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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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组织关系转出。

注意：原就读学校团组织不得将已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组织

关系转至团员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团组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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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工作单位团组织或团员个人通过“智慧团建”

系统申请将组织关系转至工作单位团组织。

注意：（1）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团组织的，应转至其经常居

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乡镇、街道团组织。

（2）因故乡镇、街道团组织确有接收困难的，可由县级团

委建立“流动团员团支部”承担接收责任（下同），县级团委应

在 6个月、最长不超过 1年内根据实际去向将这部分团员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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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转出。

2.3 参军入伍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团组织或团员

本人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省级团委审

核通过后，该团员将进入特殊单位专属库集中进行管理。转往涉

密单位工作的情况参照此流程办理。

2.4 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团员：①应将组织

关系转至居住地或户籍地所在乡镇、街道团组织（优先转至居住

地），乡镇、街道团组织应主动加强联系服务，持续关注其就业

动向，及时跟进做好组织关系转接。②也可在原学校保留组织关

系 6个月，最长不超过 1年，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转出。组织关

系保留在学校期间，由学校建立“流动团员团支部”集中进行管

理。

2.5 出国（境）学习生活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出国（境）前

所属学校团组织保留其组织关系，在“智慧团建”系统中编入“出

国（境）学习研究团员团支部”集中进行管理。出国（境）团员

集中的学校团组织，应当通过建立网上团员社群等方式加强联系

服务。

2.6 延迟毕业的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在“智慧团

建”系统中做好标记，并建立“延迟毕业团组织”集中进行管理。

3. 时间安排

3.1 申请期：8月 31日前，发起方提出“学社衔接”转接申

请，“智慧团建”系统暂不作强制性处理，在接收方未审核之前

可随时撤销，接收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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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审核期：9月 1日至 9月 30日，各级团组织须对接收到

的各类转接申请完成审核操作。

3.3 收尾期：9月 30日之后，各级团组织发起的转接申请（含

转往北京、广东、福建三地或由三地转入）若 10天内未审核，

“智慧团建”系统将自动退回申请，需由原就读学校、毕业后工

作单位团组织或团员个人再次发起组织关系转接。10月 31日前，

基本完成各类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4. 责任要求

4.1 发起方：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单位（入学）团组织或团

员本人在明确团员基本信息和毕业去向后，均可申请开展组织关

系转接。

注意：须严格根据团员实际去向发起转接申请，严禁简单按

“未就业”转往毕业学生团员居住地或户籍地乡镇、街道团组织

等弄虚作假行为，防止“名在人不在”“团籍空挂”。

4.2 接收方：毕业学生团员新的学习、工作单位或居住地、

户籍地的团组织收到转接申请后，应根据毕业学生团员的实际去

向，按照转接工作规范及时与本人取得联系、进行相关审核，如

有必要，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核查团员档案，但不得无故拒接团员

组织关系。对转入的团员，要按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

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要求，开展日常教育、联系、服

务和管理工作。

4.3 团的领导机关：县级以上团委是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

转接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应统筹做好本地区本系统团员组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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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转接工作。

4.4 相关基层团组织：承担工作落实直接责任，重点加强对

转往乡镇、街道团组织的团员，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学校团组织

的团员的联系服务和管理。

注意：①对组织关系转出但尚未被接收的团员，原所在团组

织仍然负有管理责任。②毕业学生团员须按相关规定及时办理线

下组织关系转接和档案转递手续，防止团员档案遗失。③毕业学

生团组织中的团员已全部完成转接的，应及时在系统中将该团组

织删除。

5. 工作指标

5.1 升学衔接率（SX）

升学衔接率考核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完成组织关系转接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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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中已完成转接的人数

B：本地区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人数

C：申请转入本地区的升学毕业学生团员人数

5.2 学社衔接率（XS）

学社衔接率考核流向社会领域（非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完

成组织关系转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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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流向社会领域的毕业学生团员中已完成转接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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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本地区流向社会领域的毕业学生团员人数

F：本地区外流向社会领域的毕业学生团员中申请转入的人

数

*因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

的毕业学生团员视为未完成转接；

*未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的毕业学生团员纳入学社衔接率

分母计算。

具体操作（含北京、广东、福建系统操作办法）见“智慧团

建”系统首页。

附件：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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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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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团建”系统
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操作说明
（3.0 版 2021 年 6 月团中央基层建设部发布）

1. 全团“智慧团建”系统操作说明

依托“智慧团建”系统开展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确认并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若已标记则略过）。

（2）确认毕业学生团员身份和毕业时间。如果有延迟毕业

团员或者教师身份的情况，需要单独进行标记。

（3）由转出团组织、转入团组织或者团员个人发起组织关

系转接申请。

（4）转入团组织审批同意后，将毕业学生团员分配到某个

团支部中（若转入团组织为团支部，无需进行分配）。

1.1 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

在开展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前，学校领域团支部

（含每年新创建的学校学生团支部）必须完成团员毕业时间标记

工作。团组织管理员(团支部管理员除外)都有权限标记和修改班

级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1.1 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点击“组织管理-管理

下级组织”菜单，进入管理下级组织界面。

1.1.2 勾选需要标记的团支部，点击左上角的“标记团支部团

员毕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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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选择该团支部的预计毕业时间(必选项)。无法确定毕

业时间的，须选择理由（教师支部/混合支部）。

1.1.4 点击“下一步”后，须认真阅读弹出框中的提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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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点击“确定”后即完成标记。标记成功后，组织列表中

会显示已标记的状态，若标记时间错误，点击“操作”栏的日历

图标可以重新修改。

1.1.6 对于标记完成的本年度毕业学生团支部，系统会在规

定的时间点自动将其组织类别变更为“毕业生团组织”。
1.2 标记“延迟毕业团员／教师”

毕业学生团组织内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可在系统内标记为

“延迟毕业团员”或“教师”，系统支持单独标记和批量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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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纳入“学社衔接”业务。学校领域各级团组织的管理员

都有权限标记延迟毕业学生团员、教师；若学校只有团支部时，

由其直属上级的管理员标记。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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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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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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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选择标记的为“教师”，则点击“确定”即可；选择

标记的为“延迟毕业团员”，则必须选择“预计毕业时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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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晚于本团支部的毕业时间，比如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为

2021年 7月，则延迟毕业学生团员的预计毕业时间必须晚于 2021
年 7月。

1.2.4 “团员列表”界面的“被标记成员身份”中会显示每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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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目前的身份：“毕业生”、“延迟毕业团员”或“教师”。
1.3 撤销延迟毕业团员／教师

如遇毕业学生团员标记为“延迟毕业团员”或“教师”，需

要撤销其身份的情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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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点击“被标记成员身份”栏教师身份右侧的“撤销”，即

可撤销其教师身份。撤销完成后，恢复为正常毕业学生团员，毕

业时间恢复至毕业学生团支部的预计毕业时间。

1.3.3 点击“延迟毕业团员列表”，勾选需要撤销的人员，点

击左上角的“撤销延迟毕业团员”，点击“确定”后即可撤销其延迟

毕业团员身份，恢复为正常毕业学生，毕业时间恢复至毕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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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部的预计毕业时间。

1.4 组织关系转接申请发起方式

1.4.1 团员个人发起

团员个人发起的情况，可以由团员登录系统进入个人中心，

点击左侧“关系转接”，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

转接原因，根据提示选择完成申请。

1.4.2 转出团组织发起

转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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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点击“办理转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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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提示

完成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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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转入方发起

转入团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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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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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提示

完成转接。

1.4.4 撤销申请

未完成申请审批前，申请方可以点击申请页面右上角“撤销

申请”，即可撤销操作。

1.4.5 转往全国铁道、全国民航、中央金融、中央企业、中

央和国家机关团委（简称为“系统团委”）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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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转入系统团委团组织时，要根据实际组织架构，选择所

在组织体系，不能根据组织所在地选择具体省份。例如太原铁路

局，选择转入的省级组织时，应选择“全国铁道团委”，不能选

择“团山西省委”。

转往北京、广东、福建三省时，选择转接原因后，需要详细

填写名称、地址、组织等信息。

1.4.6 组织关系转接原因填写说明

转接原因[(升学)]：选择毕业去向（普通高中、中等职业院

校、普通高校、高等职业院校等）、填写转入学校名称、转入学

校所在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转入组织发起申请时无需填写，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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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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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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接原因[出国(境)学习生活]：选择转入组织，转入原学校

内的“出国（境）学习研究团员团支部”集中管理。

转接原因[(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填写户籍地或居住

地详细地址、转入组织。

转出原因[(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因参军入伍等涉密情况

需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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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审批机制

收到团员组织关系转接申请后，转入团组织管理员点击“操
作中心”中信息提示或在“业务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审批”中“转出

审批”/“转入审批”页面内，进行审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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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转入的组织为团支部，则该团支部或团支部直属上级管

理员审批同意后，完成转接流程。

选择转入的组织是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则该组织管理员在

审批同意后，“操作中心”、“组织关系转接审批”页面会收到审批

消息，须将新转入的团员分配到某个团支部，完成转接流程。

发起的申请与实际不符时（信息错误、未按要求报到、人员

不符合要求等），审批方可点击“审批—不同意”并写明原因，

即可退回申请。

9月 30日之后，转接申请处于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团支部审

批同意阶段时，超过 10天未审批，系统将自动终止，退回申请。

审批历史可在“业务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审批”中查看。

2. 常见问题解答

2.1 学校内的“流动团员团支部”可以任意创建吗？

答：根据要求，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可将组

织关系保留在原学校，须转入学校建立的“流动团员团支部”集中

管理。该流动团员团支部必须由学校团委本级（有学校机构编号）

创建，创建时组织名称中须包含关键词“流动团员”。
2.2 什么情况下组织关系转接申请需由团的领导机关审

批？

答：若团员未满 16周岁，且转入组织为非学校领域，则发

起时必须填写情况说明，提交转接申请后须由团员所在团组织的

上级团的领导机关审批，审批通过该转接申请方可生效。

2.3 毕业生团组织团员的毕业时间错误，请问是否可以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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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修改。毕业生团组织的直属上级管理员前往“管理

下级组织”界面，点击操作栏的日历图标，选择正确的毕业时间，

说明修改原因，提交后由上级团的领导机关审批，审批通过即可

生效，审批进度可在“上级审批”列查看。

2.4 请问下级团组织提交的毕业时间修改申请，团的领导机

关如何审批？

答：团的领导机关管理员登录系统点击“业务办理-下级团员

毕业时间审批”菜单，在界面可看到下级提交的业务具体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审核即可。

2.5 请问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不知道自己的组织关系

在哪里怎么解决？

答：联系应在组织管理员，点击业务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办

理-办理转入，输入团员姓名、身份证号，可以查看到团员所在

组织信息及管理员联系方式，联系对方进行审批，待团员组织关

系进入应在组织后，管理员协助团员进行密码重置即可。

2.6 请问发起组织关系转接，找不到要转入的组织怎么办？

答：首先核查组织名称是否正确；第二查看选择的省份是否

正确，选择转入系统团委团组织时，要根据实际组织架构，选择

所在组织体系，不能根据组织所在地选择具体省份；第三，确认

要转入的组织不是毕业生团组织。如果不涉及以上几个问题，可

以将相关信息及截图发送系统邮箱进行核查。



山西省“学社衔接”咨询电话表

市 县（市、区） 咨询电话 市 县（市、区） 咨询电话

团省委 0351-12355

晋中市

和顺县 0354-8122443

太原市

团市委 0351-3093467 昔阳县 0354-4123336

迎泽区 0351-4033631 寿阳县 0354-4623412

小店区 0351-7176190

运城市

团市委 0359-2666127

杏花岭区 0351-3382190 盐湖区 0359-2020842

尖草坪区 0351-5648445 临猗县 0359-4022661

万柏林区 0351-6063120 万荣县 0359-4526054

晋源区 0351-6592122 闻喜县 0359-7023881

清徐县 0351-5722223 稷山县 0359-5522228

阳曲县 0351-5521501 新绛县 0359-7530953

娄烦县 0351-5326432 绛 县 0359-6535272

古交市 0351-5156711 垣曲县 0359-6026825

大同市

团市委 0352-2526508 夏 县 17634017430

平城区 0352-5209126 平陆县 0359-3523566

云冈区 18734636128

忻州市

芮城县 0359-3031066

新荣区 18635212876 永济市 0359-8023253

云州区 15364945204 河津市 0359-5022382

阳高县 0352-6620907 团市委 0350-3039471

天镇县 13994400711 忻府区 0350-2078991

广灵县 0352-7212577 定襄县 0350-6022263

灵丘县 15035294766 五台县 0350-8501880

浑源县 13935211742 代 县 0350-8107883

左云县 0352-3822298 繁峙县 0350-5526958

阳泉市

团市委 0353-6669356 宁武县 0350-4729601

城 区 0353－2112355 静乐县 0350-8946667

矿 区 0353-4043789 神池县 0350-4243048

郊  区 0353-5662282 五寨县 0350-4338854

平定县 0353-6188929 岢岚县 0350-4588168

盂 县 0353-8083291 河曲县 0350-6181698

长治市

团市委 0355-2192477 保德县 0350-6171387

潞州区 0355-2113102 偏关县 0350-7653154

潞城区 0355-6779016 原平市 0350-8222781



长治市

上党区 0355-5600066

临汾市

团市委 0357-2090297

屯留区 0355-7522576 侯马市 0357-4222682

壶关县 0355-8778308 汾西县 13835796009

武乡县 0355-6390920 洪洞县 0357-6221339

沁源县 0355-7833119 安泽县 0357-8522306

长子县 0355-8329876 浮山县 0357-6162772

平顺县 0355-7731177 吉 县 0357-7989804

沁 县 0355-7029937 曲沃县 18434061695

襄垣县 0355-7222620 隰 县 13754973262

黎城县 0355-8175554 襄汾县 0357-3820116

晋城市

团市委 0356-2198504 尧都区 0357-2228321

城 区 0356-2023657 翼城县 17835500410

沁水县 0356-7022253 大宁县 13835723645

阳城县 0356-4232447 霍州市 18734713870

陵川县 0356-6202953 古 县 0357-8322219

泽州县 0356-3032624 乡宁县 0357-6822091

高平市 0356-5228661 永和县 18435129021

朔州市

团市委 0349-2163482 蒲 县 0357-5325252

朔城区 15110851023

吕梁市

团市委 0358-8220329

平鲁区 0349-6690231
18634979805

离石区 15935104433

山阴县 0349-7070955 方山县 0358-6022033

应 县 18003491880 汾阳市 0358-7334969

右玉县 18534983033 交城县 13111189875

怀仁市 15721614243 岚 县 15235866631

晋中市

团市委 0354-2639035 临 县 0358-4426020

榆次区 0354-3368122 柳林县 0358-4022213

太谷区 0354-6223021 石楼县 0358-5722840

祁 县 0354-5223639 文水县 0358-3022146

平遥县 0354-5623622 兴 县 0358-6322375

介休市 0354-7222101 中阳县 0358-5300341

灵石县 0354-7623550 孝义市 0358-7828298

榆社县 0354-6622281 交口县 0358-5422410

左权县 0354-86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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