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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环境保护部

关于开展 “青春建功美丽中国冶 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环保厅 (局), 全国铁道团委, 全

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

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环保局: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

一体冶 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 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的论

述, 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青

少年历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 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是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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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优良传统, 也是团组织有所作为、 大有可为的重要工作领

域。 今年初, 中央下发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 对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少年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了明确要

求。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 共青团中央、 环境保护部决定开展

“青春建功美丽中国冶 活动, 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积

极投身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为建设美丽中国作贡献。 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主办单位

共青团中央摇 环境保护部

二、 活动时间

每年开展, 以 4 月至 12 月为重点时段。

三、 活动内容

1. 开展 “绿色长征冶 公益健走活动。 联合专业运动社交软

件开展健走捐树活动, 参与者健步行走每累计一定公里, 合作企

业即捐植 1 棵树。 以跑步捐树、 绿色传递、 爱心健走等青少年喜

闻乐见的方式, 组织机关、 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开展 “绿色长征

夺标赛冶, 按照大致里程绘制标有长征关键节点的路线图, 集中

100 天时间开展团队竞赛。 组织大学、 中学、 中专广大师生开展

“三走活动挑战赛冶, 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参加里程挑战赛和捐

树记录挑战赛。 组织青少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开展 “乡村环境科

考冶, 分流域、 分阶段就农村环境现状和乡村居民环保行为开展

科考调研和环教宣传。 组织爱心人士开展 “全国青少年环保公益

健走活动冶, 募集资金支持甘肃生态环境建设和助学扶贫。 每年

世界环境日前后, 以 “百城百湖、 百团联动冶 的公益健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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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当地团组织和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 围绕世界环境日年度主

题, 结合地理水文特色、 自然人文景观, 集中开展环保健走活动

和环保宣传实践活动, 形成统一声势。 运动社交软件合作方将所

有团队和个人健走里程数按照一定比例兑换成树苗捐献活动主办

方, 次年春季建设 “绿色长征青年林冶。 活动主办方根据团队和

个人参与情况、 走路里程, 评选 “绿色长征英雄团队冶 和 “绿

色长征超级英雄冶。

2. 开展 “绿色团队冶 争创活动。 在全国以 35 岁以下青年为

主体的基层单位中普遍开展 “绿色团队冶 争创活动。 在机关事

业单位中, 围绕办公和生活中的细节, 号召单位青年从小事做

起, 养成节俭、 低碳好习惯。 在工业生产型企业中, 号召青年职

工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 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 污物的排放, 提

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 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和与环境的相融性。

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中, 鼓励采用高新农业技术、 改变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实现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 减少生产过

程对环境的破坏。 在大中小学中, 倡导学生利用宿舍、 教室、 图

书馆、 食堂等校园空间, 积极开展低碳节能、 健康生活、 清洁美

化、 环保宣传等。 在城市社区, 组织青年环保志愿者参与环境绿

化、 美化、 净化, 鼓励居民利用屋顶阳台、 建筑外立面、 室内空

间等栽植绿植, 创造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 活动主办方每年各认

定一批 “绿色团队冶, 纳入 “母亲河奖冶 评选范围, 并向全国推

广好做法好经验。

3. 开展环保创新创效竞赛活动。 以创新、 创意、 创效、 创

优为主题, 围绕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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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青少年环保主题竞赛、 征集活动。 联合汽车、 餐饮、 家居等行

业协会举办行业性 “环保创新创效竞赛冶 活动, 每年聚焦一个

行业, 征集生产、 流通、 消费等各环节中节约资源和减排降耗的

创意发明。 面向民间环保组织和青年环保人士举办 “青年环保公

益创业大赛冶, 征集经济生产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具有公益性、

创业性和实践性的生态环保项目。 面向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开

展 “为绿点赞冶 网络征集活动, 征集与环保节能相关的文字类

作品 (诗歌、 散文、 感言等)、 书画摄影类作品和生活小窍门

等。 活动主办方将通过层层选拔、 专家评审、 公众投票等方式,

按照一定比例评选获奖创意、 项目、 作品。

四、 2015 年度活动推进步骤

———2015 年 5 月, 共青团中央与环境保护部联合下发通知,

统一部署相关工作。

———2015 年 6 月, 共青团中央与环境保护部联合举办示范活

动, 并启动各项子活动。 省、 市两级团组织同步开展全国统一活

动 (相关要求见附件)。

———2015 年 4 月至 12 月, 共青团中央各部门持续推动和跟

踪指导各战线团组织开展活动, 协调媒体单位加强活动宣传, 定

期汇总通报活动进展情况。

———2015 年 12 月底, 总结各项活动成果。 活动主办方召开

部门联席会议, 总结各战线团组织开展活动情况, 发布各项活动

获奖名单, 统一颁发证书。

———2016 年 3 月, 筹备开工建设 “绿色长征青年林冶, 遴选

获奖组织和个人代表参加春季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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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广泛动员。 “青春建功美丽中国冶 活动是各级

团组织和环保部门体系化合作打造新的活动品牌的重要探索, 是

共青团服务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大局的务实举措, 是动员广大青少

年和社会公众以实际行动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平台。 各地团

组织和环保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按照活动统一

部署, 扎实推动各项工作。 要注重普遍性、 整体性, 着力牵动基

层, 充分激发基层团组织和广大青少年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

性, 创新活动形式和载体, 努力提升活动覆盖面和活跃度。

2. 分工协作, 完善机制。 各级团组织和环保部门要建立常

态化的沟通联络和分工协作机制, 发挥各自优势, 精心组织, 协

同推进。 环境保护部负责发动各级环保部门层层开展活动, 在政

策、 资源、 项目等方面提供倾斜支持, 在专业人才方面提供智力

支撑。 共青团中央负责协调本系统宣传部、 城市部、 农村部、 学

校部、 少年部、 统战部、 志工部等战线部门, 搭建活动平台、 组

织实施项目、 统筹总体宣传和落实青年林建设等工作, 同时推动

各战线基层团组织结合实际设计开展活动。

3. 加强宣传, 扩大影响。 各级团组织和环保部门要发挥各

自的媒体资源优势, 加强与主流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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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环保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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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各项活动广泛开展, 形

成统一声势, 扩大活动影响力, 营造 “人人行动 美丽中国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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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度全国统一活动方案

一、 时间

2015 年 6 月 13 日

二、 活动主题

践行绿色生活

三、 活动内容

各级团组织联合环保部门, 结合各地地理水文特色、 自然人

文景观, 发动青少年沿所在城市湖泊 (江、 河) 周边开展环保

健走 (跑步) 活动, 并融入环保公益元素, 开展定向竞赛、 环

保宣教、 清洁环境、 环境监测等, 形成统一声势。

1. 环保健走。 组织动员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 在

校学生、 环保社团和社会组织成员等各界青少年组建 20-30 支健

走 (跑步) 团队。 在规定的起止时间、 路线开展健步走活动,

并由计步器或手机记录步行里程数。 健走 (跑步) 沿途设置若

干个趣味性环节, 打出统一旗帜, 展示环保口号, 张贴环保宣传

海报。 争取爱心企业支持, 依据参与活动的团队里程数奖励优秀

团队, 并按比例换算捐赠 “青年林冶 公益资金。

2. 环保宣传实践。 健走 (跑步) 过程中, 自觉集中处理活

动产生的垃圾, 并组织青少年沿途清洁环境, 捡拾白色垃圾,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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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去除街头小广告。 积极运用新媒体手段, 普及环保知识, 有条

件的地区在广电媒体播放公益广告、 举办小型文艺晚会等, 以各

种形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组建青少年生态环保监测队, 在沿江

河、 湖泊关键区域设立监测岗, 监测江河、 湖泊的生态环境

状况。

四、 有关要求

共青团中央和环境保护部将于 6 月在北京启动 “青春建功美

丽中国冶 活动, 各地要提前谋划、 精心组织, 把开展 “百城百

湖、 百团联动冶 公益健走活动做为重要任务落实好, 形成全国联

动、 整体活跃的工作局面。 要统一标识、 统一旗帜、 统一口号

(另行通知), 形成声势, 活动前后要注重发挥媒体作用, 扩大

社会影响。 要注意安全保障工作, 远离交通安全设施不健全的区

域, 线路安排以 5 公里以内为宜, 沿途设立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如遇恶劣天气应缩减路程或取消活动。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5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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