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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国青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港澳青少年教育培养、 促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

要指示精神, 推出惠港澳青年八条, 以粤港澳大湾区战

略为重点, 带动各级青联创新工作机制、 丰富交流项

目、 突出思想引领, 推动内地与港澳青少年全面交往、

广泛交流、 深度交融, 促进港澳青少年增强祖国意识和

爱国精神, 提升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现将

有关情况汇总编发,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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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青联深入开展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

丰富多彩、 亮点纷呈

2021 年, 在全国青联统筹指导下, 各省级青联紧扣增强港澳

青少年的祖国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目标, 立足地方实际, 深化活动

内涵, 创新方式载体, 着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共举办内地

与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 355 场, 线上线下累计覆盖 2234 万人次,

活动的影响力、 覆盖面、 实效性持续提升, 实现了内地与港澳青

少年交流活动的新突破。

一、 章法有度, 注重谋篇布局。 加强对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

流活动的系统性、 整体性设计, 推动各省级青联发挥优势、 协同

发力, 着力打造上下一体、 运行规范的港澳青少年交流体系。 全

国青联制定印发 《港澳青少年赴内地交流活动实施规范 (试

行)》, 明确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实践导向, 确定

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国情教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 3 大版

块 9 个专项, 为各级青联组织开展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提

供规范性指引。 广东省青联对标全国青联制度性文件, 充分发挥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工作机制作用, 制定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同心

圆冶 计划年度工作方案, 牵动 101 家粤港澳青年社团联合开展交

流活动。 江苏省青联放大苏港澳青年发展论坛效应, 围绕文化、

教育、 卫生、 经贸、 科技等主题, 整体设计苏港澳青年 “云冶

分享活动, 实现小范围、 长周期向高频次、 广覆盖转变。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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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联整合交流、 实习、 竞赛、 实践 4 个方面鲁港澳青少年交流项

目, 设计打造 “鲁港澳青年交流季冶, 通过 “七个一冶 方式更好

助力港澳青少年交流项目走深走实。

二、 主题聚焦, 紧扣建党百年。 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契

机, 用好革命纪念地、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 将

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的全过程, 在潜移

默化中加强对港澳青少年的思想引领。 重庆市青联举办港澳大学

生 “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党史峥嵘冶 红色寻访活动, 带领在渝

港澳大学生走进渣滓洞、 红岩革命纪念馆、 桂园及周公馆等革命

纪念地, 在红色遗迹中重温党史故事, 在回顾历史中感悟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上海市青联举办港澳大学生 “国旗下成

长冶 主题活动, 组织在沪港澳大学生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 沪港

银行历史展览馆, 聆听抗美援朝老战士讲故事, 进一步增强在沪

港澳青年的爱国精神。 陕西省青联打造 “青春故事给党听冶 特

色品牌活动, 从港澳青年角度出发, 生动讲述他们所感受到的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 引领港澳青年感悟百年初心、 厚植家国情怀。

天津市青联开展津港澳青年 “同升国旗 共唱国歌冶 活动, 组织

在津港澳青年参加升旗仪式、 瞻仰烈士陵园, 通过仪式教育增强

港澳青少年的爱国情感。

三、 分类施策, 做到有的放矢。 针对港澳青少年在内地实

习、 就业、 创业、 生活等方面需求, 分层分类设计不同性质的交

流活动, 不断增强港澳青少年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中央和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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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青联招募首批 20 余名内地高校港澳生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实习,

帮助他们近距离认识与感受国家治理体系, 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 浙江省青联成立浙江港澳青年人才服务

中心, 启动实施省情传播、 人才储备、 实习就业等工作项目, 为

港澳青年人才了解浙江、 留浙发展提供多种服务。 四川省青联举

办 “蓉漂杯冶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活动, 围绕航空经济、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3 个主导产业, 为港澳青年在成都创新创业

提供展示、 交流、 融资的赛事平台。 海南省青联开展琼澳青年共

话海南自贸港交流活动, 为澳门青年在海南研学就业搭建平台。

北京市青联以在京学习、 生活、 工作的港澳青年为主体, 发起成

立港澳青年北京汇, 着力打造在京港澳青年想得起、 愿意来、 靠

得住的港澳青年北京之家。

四、 暖心暖情, 提升活动温度。 关注港澳青少年的情感需

要, 在中秋、 春节、 开学等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 组织开展

有温度、 有情怀的交流, 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全国青联统

筹各级青联组织以内地港澳青年为主体, 开展 “五个一冶 新春

慰问活动, 通过春节团拜、 走访慰问、 新春联欢、 体验年俗等多

种方式, 让受疫情影响无法回家过年的港澳青年不孤单。 安徽省

青联举办 “月满中秋·青春有约冶 皖港澳青年云中秋团圆活动,

以微信群为载体, 在 “云端冶 共度中秋, 共同唱出 “但愿人长

久, 千里共婵娟冶 的美好祝愿。 福建省青联举办武夷文化周活

动, 组织福建籍港澳青年学生前往武夷山探访家乡故事, 了解朱

—4—



熹生平和理学研究情况, 激发港澳青年的浓浓乡情。 广西自治区

青联举办在桂港澳生迎新交流会, 帮助在桂港澳生尽快适应内地

高校生活, 从入学伊始就感受到来自内地同胞的热情与温暖。

五、 多元传播, 扩大影响覆盖。 充分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手

段, 通过主题直播、 二次传播、 产品制作等多种方式, 持续扩大

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全国青联统筹北

京、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四川等省级青联举办 “乞

巧民俗节冶 主题直播活动, 境内外覆盖 550 余万人次。 湖南省青

联承办 “我的实习季之青春 ‘视爷 界冶 港澳大学生实习短视频

大赛, 110 余名港澳大学生参赛, 以港澳大学生自己的视角讲述

内地发展故事, 抖音 “2021 我的实习季冶 相关话题播放量超 500

万次。 湖北省青联举办炎帝文化季电竞嘉年华活动, 专门组织港

澳青少年专项选拔赛, 通过地方海选、 线上直播等方式进行广泛

动员宣传, 受到全国 30 余家主流媒体报道, 网络话题阅读量超

5000 万人次。 江西省青联举办 “血脉永相连·共筑根魂梦冶 赣

港澳同胞线上交流活动, 借助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起

“2021 龙的传人冶 话题并隔空打卡, 累计播放量达 77. 8 万人次,

实现活动与宣传链条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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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省级团委主要

负责同志。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