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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

“青春扶贫行动冶 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 服务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大局、 服务贫困地区青少年成长发

展, 是共青团组织肩负的重要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

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和全面推进精准扶

贫的决策部署,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兴友善互助、

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 充分发挥广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扶贫攻坚战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经团中央书记处同意,

决定在全团开展 “青春扶贫行动冶。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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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时间

每年开展, 10 月为集中行动月

二、 活动主题

青春扶贫摇 携手小康

三、 主要内容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 科学扶贫、 内源扶贫的思

想,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为重点, 围绕创业就

业、 人才培养、 科技支持、 志愿服务等领域开展工作。

1. 促进贫困地区青年创业就业。 深入推进农村青年创业致

富 “领头雁冶 培养计划, 实施大学生返乡创业行动、 农村青年

电商培育工程, 积极帮助贫困地区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 加大贫

困地区青年创业金融扶持力度, 不断创新担保方式, 争取贴息政

策, 开发专属金融产品, 着力解决贫困地区青年创业资金难题;

加大贫困地区青年创业就业智力支持力度, 联合政府涉农部门、

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创业培训和实用技能培训, 增加金融干部赴贫

困地区基层团组织挂职数量, 加大贫困地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力

度, 加强贫困地区青年特别是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的转移就业工

作, 着力解决创业就业技术和人才难题; 加大贫困地区青年创业

平台建设力度, 不断改进贫困地区青年创业服务供给方式, 通过

建设信息服务、 创业赛会和综合服务平台, 为贫困地区创业青年

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深入开展青年志愿扶贫。 拓展青年志愿者服务领域, 依

托各级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建或联建扶贫志愿者驿站, 组织青年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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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志愿者参与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和精准扶贫工作。 深入推进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全

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冶 社会实践活

动等工作, 围绕教育关爱、 医疗卫生、 农业科技、 文化生活等内

容, 为贫困地区青少年提供服务。

3. 整合社会资源参与扶贫开发。 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化和

社会化动员优势, 广泛整合社会资源, 建立健全团组织内部力量

和外部资源协同参与的社会化扶贫工作机制。 鼓励引导各级青联

委员、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

会员所在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 招工就业, 参加村企共建、

结对帮扶等扶贫工作, 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增收致富; 广泛动员团

员青年积极捐助款物, 开展助教、 助医、 助学等扶贫活动; 继续

实施希望工程、 书海工程等品牌项目, 服务贫困地区教育和社会

文化事业发展; 持续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在植树造林、

青少年生态环保社团培训和项目资助等方面对贫困地区予以

倾斜。

四、 2015 年集中行动月工作安排

每年的集中行动月可围绕一个或几个重点领域开展。 2015 年

集中行动月, 可以关爱贫困留守儿童为重点, 通过结对帮扶、 助

学助医、 志愿扶贫等方式, 帮助贫困留守儿童提高综合素质、 养

成健康习惯、 塑造良好品行。 各省级团委要在第二个 “扶贫日冶

(10 月 17 日) 前, 统一启动 2015 年集中行动月。

1. 开展一次微心愿认领活动。 广泛收集贫困留守儿童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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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 动员团员青年认领微心愿、 争做圆梦人, 帮助贫困留守儿

童实现愿望、 解决困难, 向社会传递扶贫济困、 友爱互助的青春

正能量。

2. 开展一次开阔眼界活动。 组织贫困留守儿童走出家门、

走出农村, 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博物馆、 科技馆、 青少年宫等

活动场所开阔眼界、 体验教育、 提升素质。

3. 开展一次安全自护教育。 组织专业力量讲授安全自护和

健康卫生知识, 帮助贫困留守儿童提高安全意识、 自护能力, 养

成良好生活习惯。

4. 结成一个亲情关爱对子。 广泛组织机关、 高校、 企事业

单位青年和青年志愿者与贫困留守儿童结对子, 通过家庭走访、

亲情连线、 伙伴交流等方式, 帮助贫困留守儿童感悟家庭温暖、

感受社会关爱。

5. 开展一次公益捐助活动。 充分动员各级青联委员、 中国

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会员和社会

力量, 捐资助学、 助医, 帮助贫困留守儿童完成学业、 健康

成长。

五、 有关要求

1. 加强领导, 有序衔接。 “青春扶贫行动冶 是共青团落实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是共青团参与精准扶贫的

重要载体。 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 强化领导, 结合实际、 制定

方案,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有序衔接、 统筹协调, 加强与

各级扶贫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 将行动纳入当地扶贫工作总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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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将集中行动月纳入当地扶贫日整体方案。

2. 结对帮扶, 精准扶贫。 要按照精准扶贫工作要求, 大力

动员本省 (区、 市) 发达区县与贫困县结对帮扶, 提供资金、

人才、 项目支持。 要对照贫困户档案卡片, 找准扶贫对象, 深入

分析致贫原因, 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 将贫困户、 贫困村的需

求信息与扶贫资源、 帮扶意愿进行有效对接, 集中力量予以

扶持。

3. 加强宣传, 形成氛围。 要用好传统媒体和微博、 微信、

网络等新媒体, 挖掘推广好做法、 好经验和活动中的鲜活事例,

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团员青年关注贫困问题、 关爱贫困人

口、 关心扶贫工作、 参与社会扶贫。

请各省级团委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前向团中央报送 “青春

扶贫行动冶 实施方案, 10 月 21 日前报送集中行动月开展情况,

11 月 30 日前报送活动总结。

联 系 人: 张摇 耿摇 董文斌

电摇 摇 话: 010-85212812摇 85212188

传摇 摇 真: 010-85212812

电子信箱: ncfzc@ 126. com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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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9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