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团 要 讯
第 16 期

共青团中央 2020 年 10 月 30 日

青联组织创新开展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内地与港澳青少年线下交流活动陷入

停顿。 为确保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不断线、 有进展,

全国青联积极探索交流新机制, 统筹北京、 上海、 江苏、 福建、

广东、 广西、 山东、 湖南、 重庆、 四川、 陕西等与港澳青少年交

流较为密切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青联力量, 克服疫情影响,

立足本地实际, 于 6 至 10 月间共举办各类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

流活动 121 场, 1. 8 万余名青少年线下参与, 线上覆盖 1506 万人

次青少年,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 转变工作理念, 创新交流模式。 主动适应后疫情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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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新特点, 推动过去传统的大规模、 集中性交流模式向小批

次、 分散化转变, 以境外港澳青少年为主体向境内外港澳青少年

并重转变, 线下交流活动向 “线上+线下冶 转变, 在受疫情影响

下实现了交流质量和交流规模的双提升。 全国青联联合北京等 6

家省级青联举办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 “云上过中秋冶 活动,

探索运用境内外互联网社交平台同步开展, 多方协调内地媒体在

境外传播渠道、 港澳本地媒体、 青联港澳地区特邀委员、 网络意

见领袖、 海外留学生组织等配合联动, 在 97 个港澳台青年聚集

的 Facebook 社交群组投放信息, 直接覆盖海外青年 334 万余人。

福建省青联积极探索境外宣传新路径, 面向港澳台青少年开展 2

场主题直播活动, 依托 196 个 Facebook 泛华社团账号和媒体网站

发布阅读文章、 活动公告, 吸引众多港澳台青少年转发评论。 广

东省青联采用小规模、 精细化的方式, 共组织开展交流活动 63

场次, 覆盖内地与港澳青少年 2. 6 万人次, 场次和人数与去年同

比增长 6. 7% 和 20% 。 湖南省青联聚焦在湘港澳大学生和创业就

业的港澳青年, 开展湘港澳青年联欢节等系列交流活动, 加强对

境内港澳青少年的联系服务。 江苏省青联充分依托互联网平台,

举办 “青春有约·智汇无 ‘线爷冶 苏港澳青年云分享系列活动,

推进苏港澳青年在后疫情时代持续交往交流、 深入交融发展。

二、 突出活动主题, 深化交流内涵。 紧紧围绕增强港澳青少

年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主题, 着力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国

情教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 切实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 全国青联抓住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 香港基本法出台 30 周年、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等重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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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 面向港澳青少年开展专题讲座、 座谈交流、 主题宣讲等

一系列活动, 引导港澳青少年不断加强对 “一国两制冶 的认识

和理解。 上海市青联以中秋恰逢国庆为契机, 开展 “中秋桂花香

沪港同国庆冶 活动, 通过仪式教育强化香港青年的国家意识。 四

川省青联组织港澳青少年走进邓小平同志故乡四川广安, 推动他

们亲身感受邓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和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取得的伟

大变革,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

三、 立足地方优势, 打造特色项目。 各地青联组织通过实地

参访、 亲身体验、 交流分享等方式, 组织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优秀传统文化, 激发他们

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海南省青联围绕深化海南自贸港建

设, 举办 “共叙琼港澳青年情 共话自贸港大发展冶 主题座谈会,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琼港澳青年交流合作。 重庆市青联立

足 “一带一路冶 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发展战

略, 组织在渝港澳青年考察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 渝桂新

铁海联运大通道, 引导港澳青年主动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中来。

山东省青联以传承儒家文化为主题, 组织香港青少年参观孔子博

物馆, 拜谒孔府孔庙, 在亲身体验儒家传统礼仪的过程中, 感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

四、 尊重青年特点, 彰显青春活力。 突出港澳青少年的主体

地位, 运用他们熟悉喜爱的电竞、 音乐、 街舞等时尚载体和直播、

快闪、 微视频、 动漫等流行方式, 不断提升活动的吸引力。 四川

省青联以音乐作为纽带, 线上开展川港澳青年交流歌曲征集令活

动, 吸引 14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 用音乐敲开港澳青少年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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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冶。 湖南省青联发挥文创产业优势, 开展嗨逛 “马栏山好物冶 文

创市集活动, 带领港澳青少年制作文创产品、 品尝特色美食、 进

行市集摆摊、 参与电竞比赛, 并制作微视频线上传播, 吸引众多

港澳青少年参与点赞。 江苏省青联围绕美食、 非遗文化等港澳青

少年感兴趣的话题, 举办 “美食文化与务实合作冶、 “艺术发展与

青年互动冶 各类主题分享活动, 受到港澳青少年的广泛好评。

五、 加强统筹协调, 形成工作合力。 加强与统战、 港澳、 教

育、 文旅等相关部门的横向联动, 广泛争取支持, 努力提升活动

的内涵、 深度和广度。 强化对港澳地区青年社团、 地方青联的纵

向统筹, 推动不同领域、 不同行业、 不同地域间的协调配合, 努

力把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做深做实。 山东省青联与省委统

战部、 台港澳办、 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驻山东联络处积极沟通, 建立横向联动协调机制, 共同做好

在鲁港澳青年工作。 广东省青联加强统筹规划, 成立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暨港澳台青年工作领导小组, 联合港澳 77 家有影响力的

青年团体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行动联盟, 形成省青联牵头, 大

湾区九地市以及汕头、 梅州等地市青联重点参与, 粤港澳青年社

团配合联动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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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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