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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优入党工作记载操作指南

推优入党记载工作已列入团中央、团省委 2022 年基层建

设重点任务指标推进体系。各级团组织须按流程图（见附件

1），在“智慧团建”系统及时记载有关情况。此次集中记载

信息为 2021 年、2022 年共青团推优入党情况（含递交入党申

请书，或经团内推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或已入

党的团员情况）。请各设区市团委，省级机关团工委，省直

有关单位团委，各省部属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团委，省级

行业团工委抓紧梳理有关信息，于 11月 1 日至 11月 10 日将

梳理的情况录入“智慧团建”系统，并于 11 月 15 日前将相

关信息统计表（见附件 2）汇总报送团省委组织部。联系人：

郎建业、张恒，电话：025-83393560，邮箱：3393575@163.com。

今后，如有团员递交入党申请书，或经团内推优成为入党积

极分子、发展对象，或已入党的，各级团组织应在一个月内

在系统中及时记载。操作方法如下。

一、申请入党信息标记

1.操作主体

团支部管理员

2.操作步骤（文字说明+示范图 1、2）

团支部管理员梳理统计团支部中 2019 年以来（因首次补

录记载信息，2021 年“推优”对象和已入党的团员可能在 2019

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目前已超过 28 周岁的人员不在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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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团员信息（包括姓名、递交入党申请

书年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团支部管理员登录“智慧团建”系统后，点击“团

员管理-团员列表”菜单，点击编辑个人信息，进入修改页面

（见示范图 1）。

（示范图 1）
（2）在“基本信息”页面，点击“是否递交入党申请书”

后方框里下拉菜单，在下拉菜单里选择“是”；然后完善“递

交入党申请书时间”信息（到月份即可，如 2022 年 10 月），

点击“提交”，完成“申请入党”信息修改（见示范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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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2）

注意：在修改时，如遇到无法提交的情况，请检查“基

本信息”页面中标有“*”的内容是否都已完善。

二、推优入党首次标记

1.操作主体

团支部管理员

2.操作步骤（文字说明+示范图 3-10）

团支部管理员梳理统计 2021 年、2022 年经团内推优成为

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及中共党员的团员信息（包括姓名、

团内推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

子时间、党组织确定为发展对象时间、入党时间），并完成

申请入党信息标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团支部管理员登录“智慧团建”系统后，点击“团

内激励-发展激励”菜单，选择“推优入党记载”进入默认界

面（见示范图 3）。



— 4—

（2）在“搜索姓名”栏输入推优人选姓名或身份证号码

（见示范图 4）。

（示范图 4）

（3）点击“搜索”按钮后将自动跳出“人员列表”“申

（示范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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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入党时间”信息（见示范图 5）。

（示范图 5）

注意：若未先完成申请入党信息标记，则无法自动跳出

“人员列表”“申请入党时间”。

（4）在“推优类别”栏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人员被“推

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或“推荐作为党的发展对象”（见示

范图 6）。

（示范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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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当前状态”栏选择当前是否已经被党组织确定

（见示范图 7）。

（示范图 7）

（6）在“推荐时间”栏选择，具体时间以团支部推优大

会通过的时间为准（见示范图 8）。

（示范图 8）

（7）在“确定时间”栏选择，具体时间应为推荐人选被

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党的发展对象”的时间。

如推荐人选尚未被党组织确定，此步不操作（见示范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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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9）

（8）在“推优表”栏上传电子 PDF 格式的《团组织推

优入党审核表》（见附件 3）。然后点击“提交”，完成推优

入党首次标记工作（见示范图 10）。

（示范图 10）

注意：若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的，

完成此步后还需按照“推优入党更新标记”中的第（2）步骤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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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优入党更新标记

1.操作主体

团支部管理员

2.操作步骤（文字说明+示范图 11-17）

（1）团员被“推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录入系统时标记

为“未被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示

范图 11）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团

支部管理员须根据实际，及时更新推优团员是否已被党组织

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注意：上级团组织要尽快审批。上级团组织管理员在“团

员激励-上级认证-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对团员提交

的更新状态信息进行审批。审批时务必先点击“推优表”后

的“查看”按钮，对团员上传的 PDF 文件进行审阅，无问题

即点击“审批”按钮，在跳出的“审批意见”框中输入“同

意”，再点击“同意”按钮即完成审批；有问题即在“审批

意见”框中输入“不同意”，点击“不同意”按钮退回，并

及时通知团员修改（见示范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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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若仍未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团支部管理

员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到该团员，

更新其状态为“未被党组织确定”（见示范图 12）；待被党

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参照“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

极分子”的操作方法。

（示范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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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若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团支部管理员

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到该团员，更

新其状态为“已被党组织确定”，并选择被党组织确定为入

（示范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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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积极分子的时间即可。提交后，等待上级团组织审核（见

示范图 13）。待审核通过后，进入更新标记第（2）步。

（示范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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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员被“推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且录入系统时标

记为“已经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

示范图 15）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

团支部管理员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

到该团员，根据实际更新推优人选当前状态，在“处于考察

期、被取消资格、被确定为发展对象”3 个选项中选择相应状

态（见示范图 14）。

（示范图 14）

一是如选择“处于考察期”，待上级团组织审批后（见

示范图 11）系统将提示更新状态；

二是如选择“被取消资格”，则系统终止跟踪；

三是如选择“被确定为党的发展对象”，点击“更新状

态”按钮后须选择“确定时间”，完成更新并提交后待上级

团组织审批（见示范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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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15）

（3）团员被“推荐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录入系统时标记

为“未被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示

范图 11）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组

织管理员须根据实际更新推优人选是否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党

的发展对象，更新记载逻辑同“团员被‘推荐作为入党积极

分子’录入系统时‘未被党组织确定’”情形。

（4）团员被“推荐作为党的发展对象”且录入系统时标

记为“已被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

示范图 11）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

团支部管理员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

到该团员，根据实际更新推优人选当前状态，在“处于考察

期、被取消资格、已入党”3 个选项中选择相应状态（见示范

图 16）。处于考察期、被取消资格的更新逻辑同第（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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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选择“已入党”，须填入“入党时间”（被党组织接

收为预备党员的时间），更新结束（见示范图 17）。

（示范图 17）

特别注意：

①每次更新状态后均须经过上级团委审核，审核通过后

生效；

②如团员组织关系发生转接，推优状态同步迁移至新组

织。

（示范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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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推优入党工作记载流程图

2.推优入党工作记载相关信息统计表

3.团组织推优入党审核表



— 1—

附件 1：推优入党工作记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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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推优入党工作记载相关信息统计表

姓 名
递交入党申

请书时间
推优时间 入党时间确定为入党积

极分子时间

确定为发展

对象时间



— 3—

附件 3：

团组织推优入党审核表

团支部： 团员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 岁） 1 寸免冠

照片
民 族 籍 贯 入团时间

团内职务 申请入党时间

“推优”

大会情况

团支部于 年 月 日在 召开“推优”大会，应

到有表决权的团员 名，实到 名，同意推荐 人。

被推荐人

优缺点

（结合被推荐人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情况以及考察材料，说明被推荐人

的优缺点，重点说明存在哪些不足）

团支部

意见
团支部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上级团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党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