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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专刊之四铱

全团迅速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5 月 10 日,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全面回顾共青团跟党奋斗的光荣历程, 深刻阐明共青团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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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积淀的基本经验, 进一步指明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前进方

向, 对广大团员、 团干部健康成长寄予殷切希望。 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团的

首要政治任务。 各级团组织迅速行动起来, 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 推出丰富多样、 覆盖广泛的学习

活动, 组织广大团员青年通过广播、 电视、 网络直播等方式集中

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通过座谈研讨、 分享宣讲、 撰写体会等多种

形式交流学习体会,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

一、 团的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带头学、 深入学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迅速行动, 邀请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与团干

部、 团员、 各界青年代表一起收看大会直播, 共同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 组织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专题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相关落实举措; 将重要讲

话作为团干部教育培训的核心教材, 坚持与谋划工作相结合, 不

断推动学习成果转化。 团中央、 全国青联、 全国学联、 全国少工

委第一时间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学习蕴

含其中的重大意义、 深刻内涵、 重要要求, 对各级共青团和青

联、 学联、 少先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 明确要求深

入体悟总书记的殷切期待、 广泛宣传总书记的关心关爱、 切实领

会总书记的重要要求, 不折不扣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事

业发展全过程、 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心坎里。 团北京市委邀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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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同志与首都各界青少年座谈交流, 召开书记 (扩大)

会议, 部署开展组织化学习、 社会面宣讲、 集中性培训、 重点工

作落实等工作, 扎实做好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 团黑龙

江省委召开书记 (扩大) 会议, 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制定

学习宣传贯彻方案, 以落实到支部、 团员全覆盖为目标, 部署全

省开展主题团日、 社会实践等活动, 形成团组织集中行动、 青年

踊跃参与的生动局面。 团浙江省委组织青少年召开座谈会, 邀请

改革尖兵、 科技工作者、 产业工人、 志愿者等领域的 8 位优秀青

年代表和省委书记面对面, 交流学习体悟, 分享青春故事, 表达

建功新时代的决心。 团安徽省委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主题团日活动, 全体省委常委和省人大、 省政府、 省政协有

关负责同志出席, 与各界青年代表共同学习交流, 为全省团员青

年作出示范。 江苏省少工委组织全国、 省级 “青马工程冶 少先

队工作者班学员观看庆祝大会直播, 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交

流学习体会。 团河北省委召开庆祝建团 100 周年座谈会, 省委、

省人大、 省政府、 省政协班子与五四奖章获得者、 “两红两优冶、

团员青年代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 把握核心要义。

二、 广大团干部和青年骨干及时学、 跟进讲

各地依托 “一专一站两联冶 等机制, 结合疫情防控安排,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团的代表委员、 团干部、 少先

队工作者和各类青年骨干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发挥组织优势、 形

成广泛覆盖, 突出代表引领、 认真学习研讨, 加强实践促学、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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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习实效。 全国青联发动各级青联委员收看大会直播, 第一时

间组织委员学习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编发委员学习

热议文章。 各级青联委员坚持原原本本学、 深入系统学、 联系实

际学, 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 “ 强 国 志 · 青 春

说冶 ———青联大讲堂走基层活动, 组织青联委员走进高校、 社区

等基层一线宣讲重要讲话精神。 全国各级各领域 “青马工程冶

学员认真收看大会, 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座谈会, 学习重要讲话精

神并展开热烈讨论。 团上海市委组织 16 个区团代表联络站线上

集中观看大会直播, 并围绕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团组织、 团

员青年、 团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展开热烈讨论。 团湖北省委制作

推出 “百年追寻冶 主题音乐团课, 通过 “情景式演绎+艺术性呈

现冶、 “跨时空对话冶 等形式, 组织省 “青马工程冶 学员和少先

队员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回顾共青团跟党奋斗历史, 激发青

年立志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北京科技大学与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 联合举行主题团课, 通过组织庆祝大会现场参会人员分享感

受、 思政课教师解读讲话、 团员青年互动分享、 重温入团誓词及

签署决心书等形式将大会精神内化为勤学善思、 苦练本领、 立志

报国的精神动力。 西安交通大学团委举办 “百年团青正风华, 青

春献礼二十大冶 2022 年主题团日活动, 集体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并通过 “洗礼冶、 “西行冶、 “创新冶、 “奋进冶 四个篇章, 回顾学

校共青团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征程。 广东珠海香洲团代表联络站在

集体观看大会后, 开展党的青年运动史专题团课, 结合百年青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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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中海油蓬勃作业公司团委组

织海上生产一线和陆地各部室青年骨干集中观看大会直播, 并结

合开展 “两红两优冶 表彰、 青年先锋队授旗、 青年立功立项等

系列活动, 将学习重要讲话的思想成果转化为助力渤海油田高质

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团江苏盐城建湖县委组织 “青年讲师团冶、

“红领巾巡讲团冶, 走进学校、 企业、 村居, 面向青年学生、 企

业青年、 乡村青年, 开展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覆盖团员青年 2000

余人。

三、 广大团员和各领域青年认真学习、 深学细悟

各级团组织坚持个人自学与组织化学习相结合, 针对青年特

点和地方特色, 用好 “三会两制一课冶、 红色教育资源等实践载

体, 精心设计、 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各级青联、 学联学生会

和青年社会组织, 发挥自身广泛联系青年的优势, 创新开展形式

多样的学习活动, 加强对各类青年群体的带动引领。 团中央组织

各地团员青年收看大会直播,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超过

1052 万人次通过@ 共青团中央微博、 微信视频号、 B 站平台观看

大会直播。 内蒙古、 新疆自治区团委以县 (市、 区、 旗) 为单

位分类发放学习提示, 组织青年社会组织集中收看大会实况。 团

山西省委发挥青年之家、 青年驿站等阵地优势, 组织各级团干

部、 团员青年、 少先队员面对面交流学习感受。 团江苏省委结合

团中央重点宣传协同项目, 组织青年专家学者积极撰写深度理论

文章, 进一步面向广大青少年做好重要讲话精神 “青年化冶 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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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团江西省委通过新媒体方式扩大学习覆盖面, 采取时政 +

Vlog 的形式, 对省委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进行现场拍

摄, 制作推出 《团团在现场·座谈会特别节目》, 通过旁白解读

和采访与会代表, 对学习贯彻情况进行沉浸式记录。 团福建省委

印发 《学习教育的工作提示》, 完善 “智慧团建冶 功能模块, 动

员全省各级团组织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学习。 截至目

前, 共有 6. 9 万余个团 (总) 支部开展 “学习总书记建团百年

大会讲话冶 等专题学习, 共开展学习活动近 10 万次。 团河南省

委联合主流媒体和全省各级共青团新媒体矩阵持续推出大会反

响, 开设 《青春闪光 争当先锋》 青年典型专栏, 全面展示全省

广大团员青年学习重要讲话的感受体会和积极投身现代化河南建

设的昂扬风貌与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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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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