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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 “圆梦中国人冶

百姓宣讲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 工会、

团委、 妇联:

为大力推动 “砥砺奋进的五年冶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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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 积极营造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决定在全国城乡广泛组织开展 “圆梦中国人冶 百姓宣讲

活动。 现就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总的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牢固树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集中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 以 “圆梦中国人冶 为主题, 在全

国城乡广泛开展百姓宣讲活动, 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以真人、

真事和真情实感, 讲述党的十八大以来自觉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

和民族伟大梦想之中, 追梦圆梦的故事, 着力唱响主旋律、 弘扬

正能量、 振奋精气神, 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共产党故事、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 激励和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 主办单位

中央宣传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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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动安排

1. 广泛开展基层宣讲活动。 依托乡镇 (街道) 综合文化

站、 村 (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道德讲堂等基层公共文

化设施, 广泛动员党员干部、 企业职工、 青年学生、 妇女儿童等

基层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引导人们联系自身实际畅谈爱国圆梦、

敬业圆梦、 诚信圆梦、 友善圆梦的感人故事。

2. 组建各级百姓宣讲团开展巡回宣讲。 遴选各行各业代表

人士和优秀故事, 组建各级百姓宣讲团, 精心策划培训, 深入到

企业、 农村、 学校、 社区等开展宣讲, 形成自下而上层层宣讲的

生动局面。 省级、 地市级、 县级直接组织开展的宣讲活动, 分别

不少于 10 场、 5 场、 1 场。 9 月下旬, 从各级百姓宣讲团中遴选

一批优秀宣讲员, 组建全国宣讲团, 在京举办 “圆梦中国人冶

全国百姓宣讲报告会。 9 月下旬至 10 月底, 前往部分省份开展巡

回宣讲。

3. 举办 “圆梦中国人冶 网上宣讲活动。 中央和地方重点新

闻网站、 主要商业网站, 举办系列网上宣讲活动, 设立 “圆梦中

国人冶 专题、 专栏, 开展网上宣讲、 在线直播、 视频展播、 访谈

交流、 话题讨论等, 利用移动化、 可视化、 社交化的网络传播方

式, 展现各级开展宣讲活动的生动场景, 讲述典型人物追梦圆梦

的鲜活故事, 分享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的真切感受。 充分利用微

博、 微信公众号、 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推出 “圆梦中国

人冶 系列议题、 话题, 运用微传播、 快阅读等方式广泛传播,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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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讨论, 分享典型故事、 诠释成长感悟, 形成

线上线下踊跃参与、 蓬勃开展的生动局面。

4. 推出 “圆梦中国人冶 系列主题作品。 从全国百姓宣讲报

告会报告稿和各地推荐的优秀宣讲稿中, 遴选一批主题鲜明、 内

容精彩、 情节感人的宣讲稿件和优秀故事, 编辑出版 《圆梦中国

人》 百姓宣讲故事图书, 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使用。 以 “圆梦

中国人冶 为主题, 制作推出一批符合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知特点

的动漫、 微电影、 微视频、 电视节目等主题作品, 在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和主要视频网站播出。 鼓励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各自实

际, 围绕百姓宣讲活动制作推出形式多样的优秀作品。

四、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把好导向。 开展 “圆梦中国人冶 百姓宣讲活

动, 是深化 “砥砺奋进的五年冶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

要抓手。 要高度重视, 牢牢把握中央精神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 把稳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要紧紧围绕 “圆梦中

国人冶 主题开展宣讲活动, 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着力挖掘在各领域、

各战线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奋斗故事, 大力宣传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2. 广泛动员, 形成声势。 各级党委宣传部、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组织优势, 通过广泛宣传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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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动员, 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大限度地吸引企

业、 农村、 学校、 街道 (社区)、 机关等各领域干部群众广泛参

与。 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和群众接受特点, 多采用群众喜闻乐

见、 便于参与的方式开展活动, 找准与群众所思所想的契合点,

突出思想教育内涵, 创新活动形式载体, 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要发挥好报刊、 广播、 电视、 互联网等新闻媒体优势, 大

力开展全媒体宣传, 对优秀宣讲故事和各地活动进行持续宣传报

道, 确保活动形成广泛覆盖和高度关注的集中声势。

3. 加强领导, 统筹推进。 “圆梦中国人冶 百姓宣讲活动涉

及全国城乡各领域干部群众, 活动覆盖面大, 工作要求高。 要加

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 与其他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准备工

作一起部署、 协同推进。 “圆梦中国人冶 百姓宣讲活动在共青团

中央宣传部设立办公室, 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和过程督导,

各级团委也要牵头成立本级活动办公室。 各级党委宣传部要抓好

活动的统筹协调, 组织各级新闻媒体做好活动的宣传发动和新闻

报道。 工会、 妇联等要组织好本系统开展活动, 加强协调配合和

支持保障,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务实节俭, 反对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 要加强对活动场所和

集中性活动的安全管理,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通知精神, 结合各自实际, 统筹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 抓好贯彻落实。 请各省份活动办公室于 9 月 30

日前将活动总结报送 “圆梦中国人冶 百姓宣讲活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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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中央宣传部、 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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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