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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举办 2015 年第二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

重庆交流会集中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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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共青团中央、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关于举办 2015 年志愿服务重庆交流会暨第二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通知》 (中青联发 也2015页 18 号) 精神

和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重庆交流会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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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赛会) 总体工作部署, 现将集中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时间地点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 在重庆市举办。 11 月 29 日至 30

日报到、 布展 (日程见附件)。

二、 主要内容

(一) 志愿服务重庆交流会现场集中展会

时间地点: 12 月 1 日至 3 日,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楼三

号馆。

组织机构: 赛会全国组委会。

参加人员: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

等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同志, 企业家及新闻媒体代表, 各省级参展

代表团及社会各界人士。

(二) 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项目终评会

时间地点: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评委驻地及重庆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七楼三号馆。

组织机构: 赛会全国组委会秘书处、 全国评审委员会。

参加人员: 全国组委会领导同志, 全国评审委员会主任、 副

主任, 评审专家, 参展项目方代表。

(三) 志愿服务体验行———走进重庆城乡社区市民学校

时间地点: 11 月 30 日下午, 重庆市区市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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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重庆团市委。

参加人员: 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同志、 各省级团委及志愿者工

作机构负责同志、 新闻媒体代表。

(四) “展望十三五·志愿新常态冶 高峰论坛

时间地点: 12 月 1 日上午,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楼三号

馆主题活动区。

组织机构: 重庆团市委。

参加人员: 赛会全国组委会领导同志、 各省级团委及志愿者

工作机构负责同志、 相关专家学者。

(五) “倾听青年之声·讲述志愿故事冶 分享会

时间地点: 12 月 1 日下午,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楼三号

馆主题活动区。

组织机构: 共青团中央、 赛会全国组委会。

参加人员: 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同志、 各省级团委及志愿者工

作机构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 青年志愿者代表。

(六) 首届中国青年公益创业大赛决赛

时间地点: 12 月 2 日上午,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楼三号

馆主题活动区。

组织机构: 赛会全国组委会。

参加人员: 赛会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同志、 各省级团委及志愿

者工作机构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 公益创业代表、 各社会公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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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及公益投资机构代表。

(七) “志愿中国冶 2016 十大项目发布暨资源推介会

时间地点: 12 月 2 日下午,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楼三号

馆主题活动区。

组织机构: 共青团中央、 赛会全国组委会。

参加人员: 共青团中央等主办承办单位和有关单位领导同

志、 各省级团委及志愿者工作机构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 志愿服

务组织代表、 志愿者代表、 企业家及新闻媒体代表。

(八)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 (扩大) 会

时间地点: 12 月 2 日晚上, 驻地宾馆。

组织机构: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参加人员: 共青团中央领导同志、 省级团委或志愿者工作机

构负责同志、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四届理事会理事 (常务理事)

代表、 各专委会委员代表。

(九) 领导同志巡展

时间地点: 12 月 1 日、 3 日上午,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

楼三号馆。

组织机构: 赛会全国组委会。

参加人员: 中央领导同志,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

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等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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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重庆交

流会颁奖礼

时间地点: 12 月 3 日上午,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七楼三号

馆主题活动区。

组织机构: 赛会全国组委会。

参加人员: 中央领导同志,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

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等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同志, 各省级团委及志愿者

工作机构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 企业家及新闻媒体代表、 获奖项

目方代表、 社会各界人士。

三、 工作要求

(一) 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组织举办赛会集中活动, 是全

团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工作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推动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工作创新创业创优的重要举

措。 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 利用本届赛会契机, 主动向本地区

本系统党政领导同志作专题汇报, 加强对赛会的组织领导和工作

指导, 支持赛会各项筹备工作。

(二) 精心组织, 节俭办会。 省级团委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

抓, 组建好参展代表团, 搞好项目招商和文化交流。 各省级参展

代表团人员构成为: 省级团委负责同志 1 人担任团长, 志愿者工

—5—



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 1 人担任秘书长, 参展项目方代表每个项目

1-2 人, 代表团工作人员 1 人, 另请 1 名担任中国青年志愿者协

会各专委会委员的协会理事 (常务理事) 参会。 要积极组织本

地区本系统参展项目开展展会筹备工作, 通过赛会官方网站优化

完善项目资料, 提升项目品牌吸引力。 各省级参展代表团团长、

秘书长、 担任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各专委会委员的协会理事 (常

务理事) 代表食宿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安排, 其他人员费用自理。

(三) 大力宣传, 强化支持。 要广泛开展全媒体宣传, 组织

本地区本系统有影响力的网站、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开展活动宣

传报道, 争取本地区本系统省级党政领导同志以实地参与主题活

动等形式宣传推广赛会, 努力营造浓厚氛围。 同时, 动员各级企

业家通过线上、 线下对接资助相关项目, 并邀请企业家、 新闻媒

体代表到重庆参加现场集中活动。 各地宣传和资助效果将作为

“爱心企业冶 “爱心媒体冶 等荣誉称号的参评指标, 同时纳入对

各省级团委 (赛会单位) 参评赛会优秀组织奖工作考核。

赛会官方网址: http: / / www. zhijh. cn摇 http: / / zhijh. youth. cn

赛会官方微博、 微信: 中国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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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联 系 人: 黄英锋摇 罗双武摇 吴佑波

电摇 摇 话: 010-85212725摇 85212099 (传真)

电子信箱: zyz035@ 126. com

地摇 摇 址: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10 号

邮摇 摇 编: 100005

共青团重庆市委

联 系 人: 向摇 倩摇 潘摇 毅

电摇 摇 话: 023-63861516摇 63861216

传摇 摇 真: 023-63890955

电子信箱: 63861558@ 163. com

住宿交通联系人: 王体兰摇 杨春建

电摇 摇 话: 023-63861680摇 63313009

18996108111摇 15902330622

电子信箱: 965583553@ qq. com

地摇 摇 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 81 号

邮摇 摇 编: 4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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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

服务重庆交流会集中活动日程安排

2. 2015 年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

服务重庆交流会参会人员入住宾馆建议方案

3. 参展参会回执表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1 月 11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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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