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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0 年 8 月 27 日

编者按: 团甘肃省委在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脱贫

攻坚任务中, 系统谋划, 创新推进, 扎实组织实施 “青

春扶贫冶 六大行动, 统筹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 定点帮

扶等工作, 取得务实成效。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全团

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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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坚持多管齐下 同向发力

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 团甘肃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团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

落实甘肃省委、 省政府关于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系列决策部

署, 坚决落实团中央关于在决战脱贫攻坚中更好发挥共青团作用

的要求, 推动实施以学业资助、 就业援助、 创业扶助、 消费扶

贫、 志愿扶贫、 精神扶贫为主要内容的 “青春扶贫冶 六大行动,

统筹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团组织结对帮扶、 定点帮扶贫困县等工

作, 各项既定目标任务基本提前完成。 截至目前, 面向社会筹资

7414. 2 万元用于青少年助学助困;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37. 5 万个,

输转劳动力 2 万余名, 帮助 1. 8 万余名大学生就业; 通过举行直

播带货活动助力消费扶贫 1641. 8 万元; 政策宣讲、 移风易俗、

典型选树等精神扶贫活动常态化开展; 各类志愿扶贫服务时长累

计达 101. 6 万小时。

一、 围绕学业资助, 扎实开展青少年助学助困工作

1. 推动希望工程筹资助学。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寄

语希望工程重要精神, 不断创新社会动员机制, 努力为青少年提

供新助力、 播种新希望。 截至 7 月底, 全省各级团组织、 青基会

筹资 7414. 2 万元 (其中省级筹资 5522. 5 万元), 已完成年度计

划的 92. 7% 。 重点开展 “圆梦大学冶 行动, 第一时间做好家庭

经济困难考生的录取信息统计, 确定资助名单, 及时拨付资助

金; 同步推动完成资助 1. 5 万名以上家庭困难学生的年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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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困境青少年助养项目。 面向全省 10 个集中连片贫困

县所在的市州, 启动实施困境青少年助养项目, 对审核入库的中

小学生给予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全程资助 (其中小学生资助标准

为 2000 元 / 人·年, 中学生资助标准为 3600 元 / 人·年)。 通过

组织申请、 资料审核、 入户走访等环节, 已先后启动庆阳、 武

威、 天水、 陇南、 白银、 兰州、 临夏、 甘南等 8 个市州的资助工

作, 资助困境青少年 1916 名, 累计发放资助金 301. 2 万元。 同

时, 面向困境青少年深化实施学业辅导、 自护教育、 感恩教育、

夏令营活动等帮扶项目, 让他们都能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二、 围绕就业援助, 搭建转移就业服务平台

1. 举办第三届青春 (网络) 招聘会。 按照省委省政府复工

复产的部署要求, 紧扣青年劳动力输转任务, 于 2 月 24 日启动

第三届青春 (网络) 招聘会, 省级平台有 605 家用工企业发布招

聘信息, 提供岗位 35590 个, 求职者浏览点击量 23. 2 万次, 达成

签约意向 2509 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 78 人; 各市 (州) 团委同步

举办形式多样的专场招聘活动 91 场次, 有 3640 家用工企业发布

招聘信息, 提供岗位 12. 8 万个, 达成签约意向 18294 人, 其中建

档立卡户 407 人。

2. 深入实施 “千校万岗冶 大中专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

先后联合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智联招聘在兰州大学、 兰州城市学

院举办 “千校万岗·就业有位来冶 甘肃专场空中双选会, 联合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千校万岗冶 五四专场网络视

频招聘会, 联合省教育厅举办春季高校毕业生网络视频双选会,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13. 6 万个, 参与学生 50901 名, 在线投递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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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万份, 通过在线面试达成意向性就业协议 9603 份。 面向省

内高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应届毕业生, 通过开展面对面交流、

就业指导咨询、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技能培训、 实习见习锻炼、

优先就业推荐等服务活动, 帮助 9173 人实现就业。

3. 为青年转移就业提供线上线下精准服务。 开发 “团团帮

就业冶 小程序, 建设线上服务平台, 聚焦困难家庭, 为其中有转

移就业意愿的青年提供全方位的常态化精准就业服务。 上半年,

平台累计发布就业岗位 74816 个, 访问量 46919 人次。

三、 围绕创业扶助, 引导有志青年发展富民产业

1. 切实发挥好县级青年创业联盟的作用。 推动省内 58 个贫

困县全部成立县级青年创业联盟, 吸纳会员 3540 名。 依托联盟

常态化开展青年创业培训, 争取团中央专项资金 66 万元, 对 8

个未脱贫摘帽县和 50 个已脱贫摘帽县分别按照每县 2 万元和 1

万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省、 市两级团组织普遍建立青年创业导师

队伍, 开展创业服务活动 149 场次; 向贫困县创业青年发放创业

知识网络课程卡 1313 张, 发放金融服务卡 43 张。

2. 大力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发挥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协会、 青年企业家协会、 县级青年创业联盟等的指导作用, 提

供常态化服务, 着力培养一批扎根农村、 带领困难群众脱贫致

富、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上半年, 全省各

级团组织举办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12 期。 广泛开展 “学

子归巢冶 就业创业宣传, 结合网络招聘活动举办人才政策、 返乡

创业政策宣讲会 60 多场次, 引导青年返乡创业。

四、 围绕消费扶贫, 创新开展系列直播带货活动

1. 开展 “青春扶贫 能量助农冶 系列直播活动。 坚持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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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这一时尚元素助力消费扶贫, 接续开展 “青春扶贫 能

量助农冶 助力消费扶贫网络直播系列活动。 自 4 月底启动以来,

先后在宕昌县、 临夏县、 西和县、 武威市、 通渭县、 镇原县、 临

潭县、 瓜州县、 “甘味冶 农产品品牌发布会现场举办 9 场省级示

范活动, 累计线上观看人次超 700 万、 销售各类农产品 1504. 2 万

元, 实现 8 个未摘帽贫困县全覆盖。 带动部分市、 县团组织开展

主题直播带货活动 41 场次, 累计线上观看人次 180 万、 销售各

类农产品 137. 6 万元。

2.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 “甘味冶。 举办 “百名网红 我为

家乡代言冶 抖音短视频大赛, 全面展示全省脱贫攻坚新成效、 美

丽乡村新风貌, 吸引众多网友关注陇原、 点赞甘肃, 打造 “线上

引流、 线下消费冶 新模式。 自 4 月中旬启动以来, 抖音话题#百

名网红 代言家乡#已发布展示特色农产品、 自然风光、 风土人

情、 脱贫新貌等方面视频 4564 个, 累计播放量 7904 万人次; 头

条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 1000 万人次。 发起为心目中的 “甘味冶

农产品网络投票活动, 动员青年网民广泛参与, 扩大宣传面。 联

合人民日报漫画增刊推出 “甘味冶 品牌系列宣传海报, 助力提

高知晓率、 提升知名度。

3. 培养助农公益团队打造网红农产品。 发挥共青团的社会

联络优势, 邀请明星代言兰州百合, 开展助农销售公益活动。 通

过明星粉丝团的宣传助力, 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 线上销售鲜百

合 112 吨, 成交额达 640 多万元。 组织青年电商在线运用我为家

乡代言、 微博话题互动、 网络直播等新媒体手段提升 “甘味冶

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打造兰州百合、 陇南百花蜜、 定西宽粉等

网红农产品。 举办青年网络主播训练营、 直播专题讲座、 技能提

—5—



升培训班, 培训网络直播青年人才 400 余人次。

五、 围绕志愿扶贫,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引领风尚

1. 开展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任务

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 目前在岗志愿者 1100 名, 90%

在乡镇及以下基层岗位服务; 组织了 128 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赴

贫困地区基层学校进行支教。 2020 年计划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

340 名左右, 接力安排到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县区从事为期两年

的基础教育、 农业农村、 医疗卫生、 社会管理等服务工作; 计划

招募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 120 名左右, 安排到贫困地区乡村学校

服务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2. 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广泛开展 “助力脱贫攻坚、 我

们在行动冶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年志愿者努力克服疫情影

响, 深入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上半年, 通过 “志愿汇冶 系

统线上发起并开展活动 1731 场次, 参与人数近 12 万人次, 服务

时长 78. 4 万小时; 线下组织发起各类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980 场

次、 服务时长 23. 2 万小时, 线上线下累计服务时长已超额完成

100 万小时的年度目标任务。

3. 实施大学生志愿扶贫结对计划。 组织省内 9 所高校团组

织与全省未脱贫摘帽的 8 个深度贫困县和团省委定点帮扶的合水

县团组织结对子, 通过开展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冶 社会实践定

点定向服务、 “青年学子汇智团冶 建功计划等, 合力推进志愿扶

贫工作。

六、 围绕精神扶贫, 引导困难群众增强内生动力

1. 加强政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结合暑期 “三下乡冶 社会

实践活动, 组建 100 支省级示范团队, 专项开展政策宣讲、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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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文艺演出、 学业辅导、 爱心陪伴以及绘制文化墙等精神扶

贫活动, 切实激发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陇南团市委争

取专项资金 50 万元, 专门用于组织团员青年及社会公益组织,

重点面向礼县、 宕昌、 西和 3 个未脱贫摘帽县的特困家庭、 孤寡

老人、 残障人士、 留守儿童和五保户, 开展政策宣讲、 居家环境

整治、 关爱关怀等精神扶贫活动。 平凉团市委面向贫困户集中开

展 “知民情共叙农家话语、 增民智宣讲脱贫政策、 暖民心打扫庭

院卫生、 解民忧进行课业辅导、 帮民富联系就业岗位、 树民志送

节目进村社冶 志智双扶活动, 走访贫困户家庭、 打扫庭院卫生

242 户, 开展政策宣讲 82 场次。 庆阳团市委启动 “决战脱贫攻坚

·共建美丽家园冶 墙体文化设计大赛, 征集到参赛作品 175 幅,

评选出反映弘扬文明新风、 倡导移风易俗、 保护生态环境、 宣传

垃圾分类等内容的优秀作品 30 余幅, 并邀请专业人员在贫困村

进行绘制。

2. 坚持典型引路树立文明新风。 结合甘肃青年五四奖章等

评选活动, 表彰脱贫攻坚领域优秀青年 35 名, 通过开展 “送荣

誉下基层冶、 举办先进青年事迹分享会等形式, 引导广大青年学

习先进, 激励团员青年建功扶贫一线。 积极引导农村青年树立婚

恋新风, 组织开展以 “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婚恋新风冶 为主题的

线上线下系列活动 90 余场次, 覆盖农村青年 2 万多人次。

七、 统筹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 定点帮扶等工作

1. 积极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任务落实。 以东西部扶贫协作

为契机, 主动加强与天津、 福州、 厦门、 青岛等地团组织的联系

对接, 建立省市层面定期沟通机制。 团省委与天津团市委签订

《2020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共青团组织结对帮扶工作协议》,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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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与福州、 临夏与厦门、 陇南与青岛等团组织签订协作协议,
落地协作项目 88 个, 涉及资金 940 万元。 在消费扶贫直播活动

中, 通过天津、 厦门等地团组织邀请到粉丝量超千万的优质头部

主播助阵带货。 天津团市委指导帮助甘南团州委在天津市举行青

年网红直播活动, 合力推介代言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
2. 积极推进定点帮扶工作。 不断加大对团省委定点帮扶县

合水县的帮扶力度, 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供助力。 春

节期间开展暖冬行动, 对帮扶户进行走访慰问, 发放价值 17. 3
万元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衣物, 向合水县农村中小学学生捐赠

价值 4. 5 万元的保暖衣物 352 套。 4 月份, 组织召开了合水县帮

扶工作省市县三级联席会议, 安排部署各项帮扶工作, 推动落实

帮扶任务。 疫情期间, 向合水县捐赠价值 4. 1 万元的防护口罩、
消毒液、 护目镜和医用手套等防疫物资, 并拨付资金 30 万元支

持合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0 年 8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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