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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绿化委员会摇 国家林业局

关于联合开展 “保护母亲河 美丽中国梦

———2015 年度青少年植树行动冶 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团委、 绿化委员会、 林业厅 (局), 各

有关部门 (系统) 绿化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绿化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绿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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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局, 内蒙古、 吉林、 龙江、 大兴安岭森工 (林业) 集团公

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部署, 教育引导青少年增强爱绿植绿护绿意识, 积极参与国家

生态保护和建设, 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中国作贡献, 共青团中

央、 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决定以植树造林为重点, 联合

开展 “保护母亲河 美丽中国梦———2015 年度青少年植树行动冶。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国家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大部署

和目标任务, 以建设绿色工程、 践行绿色生活、 倡导绿色生产、

培育绿色队伍为工作布局, 推动保护母亲河行动社会化发展, 组

织动员更多青少年参与到美丽中国建设中来。

二、 主要内容

1. 以春季植树季为重点, 广泛开展集中性植树造林活动。

继续以 “县县青年林, 村村青年路冶 为五年 (2014-2018) 工作

目标, 利用植树节、 国际森林日和世界水日等重要时间节点, 抓

住春季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 启动一批青年林工程和青少年绿色

家园示范项目, 集中开展流域性或区域性的各类青少年植树造林

活动, 组织动员团员青年积极参与地方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引导

青少年深入开展身边增绿活动, 利用农村道路、 渠系两侧和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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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边角地、 废弃地等开展四旁植树活动, 利用城市的家居、 办

公场所内外空间开展绿化美化活动。 推动京津冀晋蒙五省份和各

系统团委积极争取党政支持, 筹集社会资源, 继续大力建设 “共

青团绿化带冶。

2. 以实践育人为目标, 深化推进青少年生态保护宣传实践

活动。 以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相结合、 网上参与与网下体验

相结合的活动方式, 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通过种植纪念树、 认捐

领养林木绿地、 城乡结对共建青年林 (路) 等方式开展爱绿植

绿护绿活动, 多种形式参与全民义务植树。 广泛开展光盘行动、

低碳出行、 清洁家园、 垃圾分类、 节能减排、 修旧利废等生态保

护主题实践活动和团队日活动, 让青少年从身边小事做起、 从自

身做起, 逐步养成节约、 环保、 低碳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深

化实施 “京津冀晋蒙青少年增绿减霾共同行动冶, 推进植树护

绿、 生态实践、 培育队伍等重点工作, 努力打造共青团服务重点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品牌工作。 组织青少年积极开展古树名

木认知学习、 养护管理和捐资认养等活动, 充分利用古树名木的

生态、 科研、 历史和文化价值, 普及林业科学知识, 开展传统文

化教育,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

3. 以 “微公益·微行动冶 为载体, 拓展青少年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新途径。 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率先示范, 积极参与保护

母亲河行动银联 “Union-Tree 微捐冶 和团中央与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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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等 6 家单位联合实施的生态保护领域的积分换礼及公益

捐赠项目。 各地团组织要广泛宣传推广以上社会化参与渠道, 加

强与金融机构、 大型企业合作, 结合社会需求、 消费模式、 低碳

时尚, 探索更多面向普通社会公众的 “微公益冶 项目。 树立

“微思维冶, 积极运用新媒体和文化艺术手段, 联合专业机构制

作生态环保公益微电影、 微视频、 动漫、 网游、 广告和歌曲等,

挖掘青少年生态环保优秀典型和成熟案例, 发挥 “爱心使者冶

“母亲河奖冶 获得者的公众影响力, 创新 “微行动冶 活动载体,

汇聚更多推动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青春力量。

三、 有关要求

1. 高度重视, 完善机制。 各地团组织和绿化、 林业部门要

高度重视, 加强合作, 早作安排, 精心组织, 并结合地方实际,

创造性设计和开展活动, 通过项目、 资金支持和带动各级层层落

实, 广泛动员青少年和社会公众普遍参与, 掀起植树护绿活动热

潮。 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络和分工协作机制, 发挥各自优势,

协同推进。 团组织主要负责活动策划、 人员组织、 媒体宣传、 社

会化动员等工作, 绿化、 林业部门主要负责将青少年植树行动纳

入当地造林绿化总体规划、 加强技术指导、 提供苗木支持等工

作。

2. 尊重规律, 务求实效。 各地团组织和绿化、 林业部门组

织开展活动要遵循就近就便原则, 根据当地生态建设需求和城乡

造林绿化总体布局的实际情况, 注重活动内容设计和青少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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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杜绝形式主义。 要按照地方造林绿化工作安排, 活动事前有

科学规划、 统一部署, 事中有专业人员指导、 现场安全保障, 事

后有跟踪养护、 科学管理, 巩固和保护好造林绿化成果。 要尊重

自然规律, 坚持适地适树、 科学造林, 尽可能选用本地树种, 宜

乔则乔、 宜灌则灌。 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

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树木移植管理的通知》, 严格禁止使用违法

采挖的大树造林, 切实加强树木采挖、 移植管理和古树名木保

护, 坚决反对造林绿化中的铺张浪费。

3. 加强宣传, 扩大影响。 各级团组织要进一步加强与主流

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的合作, 用好网站、 微信、 手机短信、 QQ 群

和各级保护母亲河行动官方微博, 充分借助主流媒体的品牌影响

力和专业性优势, 发挥新媒体的实时性、 交互性等优势, 积极面

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发布活动信息, 普及生态知识, 宣传生态文

明理念。 要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好做法、 好经验, 挖掘和树立优

秀典型, 将其纳入各级 “母亲河奖冶 评选表彰范围。 各省级团

委要加强督导, 通过制定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动态报送、 通报

制度, 汇总基层工作情况, 及时报送团中央农村青年工作部。

请各省级团委征求本地林业部门意见后, 将本地区开展 2015

年青少年植树行动的有关安排和本地区春季植树季活动总结分别

于 2 月 6 日和 5 月 8 日前报团中央农村青年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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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全国绿化委员会各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

林业局各有关负责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全国绿化委员会各有关部门,

国家林业局各有关部门。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