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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

优秀个人奖、 组织奖、 项目奖的决定

为引导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汇聚志愿服务的青春力

量,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

业深入、 持久发展。 共青团中央、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授予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志愿者群体等 235 名个人第十二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冶, 授予北京平安地铁志愿服务总

队等 81 个组织第十二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冶, 授予北

京西站地区蓝丝带助残爱心驿站等 125 个项目第十二届 “中国青

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冶。

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近年来广大青年志愿者中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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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积极践行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冶 的

志愿精神, 长期走进社区、 走进乡村、 走进基层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 充分彰显青年志愿者的理想

信念、 爱心善意和责任担当。 本次受表彰的组织制度健全、 管理

科学、 运行良好, 吸引力、 凝聚力较强, 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

有明确的服务领域, 在脱贫攻坚、 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环境保

护、 服务乡村振兴、 关爱留守儿童、 帮助孤寡老人、 服务社会需

求、 参与大型赛会、 共建 “一带一路冶 等方面贡献突出, 服务

对象评价高, 社会反响好。 本次受表彰的项目主要围绕脱贫攻

坚、 环境保护、 关爱少年儿童、 阳光助残、 邻里守望、 助老服

务、 应急救援、 大型赛会等方面, 具备完整的工作方案、 规范的

管理制度、 科学的运作模式, 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积极的示范

效应。

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 各级团组织和青年志愿服务组

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学习宣传这

些先进典型的好思想、 好做法、 好经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向榜样学习、 向先进看齐, 继续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不断推

进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青春力量。

附件: 1.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名单

2.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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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名单

共青团中央

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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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名单

(共 235 名)

北摇 京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志愿者群体

于文静 (女)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

马摇 聃 北京公交集团第一客运分公司

王小宁 国家电网北京朝阳供电公司

王摇 雷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东蔓 (女)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

李澍居 北京市大兴区博兴街道办事处

刘康桥 (女) 北京林业大学

任高旗 北京市房山区羿行残疾人服务协会

特木钦 (蒙古族) 中国人民大学

郝琦伟 (女) 中国农业大学

徐立斌 北京市珍爱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

黄军珲 (壮族) 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天摇 津

王摇 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许全军 天津大学

李增庆 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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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炳鑫 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

张艳红 (女)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陈摇 豪 天津理工大学

袁鸿飞 天津市宝坻区新闻中心

崔国煜 南开大学

河摇 北

时翠平 (女) 河北农业大学

赵摇 宾 (满族) 沧州市博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高摇 尚 河北省邯郸市自来水公司

山摇 西

张晋文 山西省吕梁兴县人民医院

聂艳琴 (女) 山西即刻爱公益孵化中心

内蒙古

王摇 静 (女)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都林街道办事处

代守扬 (女) 呼伦贝尔环保志愿者协会

何润花 (女) 阿左旗第三幼儿园

胡立巍 包头市昆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董永宏 鄂尔多斯第一中学

辽摇 宁

王摇 征 (满族) 朋朋修脚鞍海辽有限公司

李宏岩 沈阳工学院

杜莉莉 (女) 大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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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明兴 (满族) 沈阳农业大学

吉摇 林

于海洋 (满族) 松原市公安局

于摇 洋 西藏那曲市聂荣县自然资源局

王靖中 吉林省德惠市纪委

郝宏宇 白城市火车站

高天宇 (朝鲜族) 吉林大学

黑龙江

孔奕斐 东方红林业地区司法局

石贤平 哈尔滨商业大学

包摇 蕾

(女, 蒙古族)

大庆广播电视台

赵摇 庆 黑龙江省兰西县兰亚街道

姚摇 峰 牡丹江市爱心公益志愿者协会

上摇 海

李晶晶 (女, 彝族) 上海市虹口区密云学校

李明哲 (女)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

张斌峰 上海众谷公益青年发展中心

秦天栋 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崔顺荣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谭玮麟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潘海英 (女) 上海嘉定区关爱残疾人康复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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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摇 苏

马晓兵 江苏绿带新材料有限公司

马克迪 (女) 河海大学

尤摇 苑 (女)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吕从西 青口镇工农社区

张洪波 宿迁市公安局

陈杰群 镇江丹徒新城陈一刀大师修脚工作室

姚文浩 中国矿业大学

徐摇 瑶 (女) 盐城市滨海县教师发展中心

徐静霞 (女) 常熟市礼悦记商贸有限公司

浙摇 江

江雨佳 (女)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吕丽瓦 (女) 温州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张露娜 (女) 台州市玉环市楚门天宜社会工作服务社

郑晓春 浙江工商大学

戴园园 (女) 浙江工业大学

安摇 徽

王睿童 (女) 马鞍山第二中学

王家勇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齐亚军 安徽中医药大学

陈摇 刚 中共六安市文明办

吴伟伟 大唐淮北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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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春香 (女) 安徽省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福摇 建

方垂弘 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

王庆彬 龙岩市新罗区壹公益组织服务社

陈燕玲 (女) 闽南师范大学

洪佳敏 (女) 厦门大学

郭恒禄 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

薛建波 福清市薛建波学雷锋志愿者服务中心

魏良彬 安利 (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江摇 西

叶建飞 南昌大学

肖敏华 南昌市小鲜鹭志愿者协会

肖摇 柳 江西日江水泥有限公司

徐摇 进 (女) 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

谢龙生 龙南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摇 东

王摇 卓 单县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

江浩浩 潍坊学院

李先军 沂南县烟草公司

刘摇 杨 滨州医学院

宋英嘉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摇 虎 深圳市超顺通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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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摇 勇 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段艳林 (女) 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河摇 南

宋亚萍 (女) 濮阳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李伟锋 平顶山市义工联合会

刘摇 凯 郑州市众善志愿服务中心

信天游 河南信天游实业有限公司

湖摇 北

任鹏飞 (回族) 中南民族大学

李摇 昂 华中农业大学

刘摇 洋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杜诚诚 (女)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蒋家墩社区

郑先耀 湖北省潜江市新派修脚志愿服务队

郭艳斌 湖北省工业建筑学校

焦摇 镜

(女, 土家族)

武汉理工大学

操石杰 中建三局工程总承包公司安装分公司

湖摇 南

李佳乐 吉首大学

李昌顺 中南大学

张摇 奇 湘潭市义工联合会

陆佳俊 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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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红 长沙市三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周晓明 湖南农业大学

周摇 飞 常德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高摇 峰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盛伟男 益阳益航模型有限公司

盛摇 凯 湖南省护鸟营

广摇 东

王金云 深圳市阳光下之家社会帮教服务中心

孙金光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许摇 和 阳江市海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陈纪森 深圳市地铁义工联合会

张陆祺 (女) 中山大学

杨旭聪 深圳市盐田区海洋生态环保服务中心

黄业贤 (女, 壮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院

黄学宇 广东省饶平县钱东中学

广摇 西

王世杰 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南国早报

李摇 英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李徐铭 广西龙胜县公安局

陆摇 琴 (女) 桂林理工大学

范摇 悦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黄晓彬 (女) 南宁市绿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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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摇 南

许摇 超 上海建桥学院

林摇 智 海南师范大学

邸子旭 三亚学院

陈柏林 临高县波莲镇多贤村

段玫竹 (女) 海南大学

高摇 丽 (女) 琼海市嘉积第三中学

重摇 庆

马为平 (女) 重庆市涪陵区尚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付晓娟 (女)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方梓萱 (女) 重庆大学

李摇 蕊 (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张森林 重庆交通大学

胡相海 重庆开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奉鸣 (女) 重庆师范大学

喻成林 重庆工商大学

四摇 川

邓启志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邓嘉婷 (女) 西南石油大学

王雪阳 钢钢网电子商务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林伍强 自贡市灵犀义工联合会

刘摇 蕾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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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琴 (女) 德阳市人民医院

多吉加 (藏族) 共青团石渠县委员会

的日伟举 (彝族) 中共美姑县委宣传部

顾摇 怡 大竹县第二中学

索郎达吉 (藏族) 共青团理塘县委员会

黄顺超 宜宾市屏山县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

贵摇 州

韦腾境 (布依族) 独山县困境儿童关爱促进会

安文忠 (苗族) 六盘水市苗学会

姜溶辰 (女, 苗族) 贵州大学

韩摇 赟 毕节市赫章县白果街道银山社区

雷潇湘

(女, 布依族)

贵阳市云岩区明彻助学促进中心

廖志旭 黔西南州中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云摇 南

王摇 芳 (女, 彝族) 文山州第八天青少年事务社会服务中心

冯摇 彬 云南省德宏边境管理支队

张洪膑 (回族) 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张周能 曲靖师范学院

陈柯宇 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

西摇 藏

田宏祥 中国移动拉萨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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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摇 婷 (女) 辽宁师范大学

张晓敏 (女) 西藏山南曲松县委

何智升 昌都市卡若区第二初级中学

陈青元 (蒙古族) 阿里地区行政公署

陕摇 西

王宝珍 (女) 商洛学院

张亚龙 浙江省建工集团西北公司

邱摇 超 佳县程家沟小学

吴书强 陕西科技大学

赵中扬 陕西师范大学

韩红辉 陕西科技大学

郝明俊 电子科技大学

曹摇 锴 延安山丹丹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甄子浩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甘摇 肃

马俊河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李桂珊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李雷雷 兰州大学

杨永民 兰州市城关区爱心驿站公益协会

赵摇 林 甘肃甘露公益中心

浩利禄 陇南市武都区安化初级中学

青摇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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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鲁青 (女) 青海省环境教育协会

王国虎 (土族) 海东市互助县台子乡人民政府

尕藏才让 (藏族) 同德红柳树王山水生态文化保护组织会

李摇 晶 (女)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孝康养老服务中心

胡单辉 青海民族大学

魏钰璇 (女) 青海大学

宁摇 夏

万摇 江 宁夏大学

王宇箫 宁夏生态文明促进会

张长江 石嘴山市志愿者协会

邢纪国 中国改革报宁夏记者站

肖摇 荣 (女) 宁夏社会福利院

侯摇 敏 (满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局

新摇 疆

王江涛 托里县公安局准噶尔派出所

王永强 新疆博峰小兵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王军星 布尔津镇人民政府

艾米旦·肉素力

(女, 维吾尔族)

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

李建勇 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

朱中华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贺桂梅 (女) 阿克陶县皮拉勒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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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鑫 新疆智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全国铁道

刘佳杰 中国铁路北京局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

张海鑫 中国铁路南宁局柳州供电段

赵摇 磊 中国铁路郑州局洛阳机务段

郭摇 蕾 (女, 回族) 乌鲁木齐局库尔勒机务段

郭摇 彦 中国铁路成都局

全国民航

王摇 磊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汪诚琛 (女) 新疆空管局空管中心

张摇 华 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陈东哲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和国家机关

叶子兴 北京协和医院

刘振东 中国集邮总公司

林摇 红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朱摇 超 中国扶贫基金会

时圣宇 人民日报社

张摇 乐 中国科学技术馆

陈雪琴 (女) 中共中央党校

陈摇 默 华北科技学院

邹坤鹏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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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

许顺栋 中国银行上海市青浦支行

李佳芮 (女) 中国东方资产股份有限公司

肖摇 鸣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徐冬梅 (女)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丽萍 (女) 苏州农村商业银行

中央企业

张卫华 中原油田文卫采油厂

孙摇 磊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朱摇 敏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 803 所

王朝曦 (女, 满族) 宁夏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浑丽萍 (女) 中国电子彩虹集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李国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医院

卯应东 新疆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

罗金丽 (女) 石河子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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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名单

(共 81 个)

北摇 京

北京平安地铁志愿服务总队

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北京大学学生爱心社

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全国街舞联盟

孟子居创业团队

天摇 津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黎明冶 青年志愿服

务队

天津市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社

河摇 北

河北农业大学 “李保国扶贫志愿服务队冶

山摇 西

山西晋中高校新区志愿者联盟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锕锷铱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

辽摇 宁

辽宁省肿瘤医院护理志愿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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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工作室

吉摇 林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东北师范大学红烛志愿者协会

黑龙江

绥化市爱心传递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志愿服务团队

上摇 海

上海嘉定区关爱残疾人康复培训中心

上海海上搜救志愿者总队

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美团点评上海江苏路配送站青年志愿者团队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摇 苏

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常州一加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浙摇 江

杭州市志愿者协会

共青团杭州师范大学委员会

安摇 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芳草社青年志愿者协会

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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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摇 建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江摇 西

南昌市亲亲宝贝医疗救助志愿者协会

上海建工集团江西建设有限公司志愿服务总队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江西省儿童医院志愿者协会

山摇 东

青岛大学 “外事帮冶 青年志愿团

河摇 南

漯河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湖摇 北

湖北文理学院 “格桑花冶 赴藏支教团队

湖摇 南

湖南省永州监狱志愿服务队

湖南省中南大学雅医志愿者协会

洞庭湖湿地保护志愿者协会

益阳市赫山区志愿者联合会

广摇 东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志愿服务队

广东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特殊教育学校志愿服务队

中山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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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志愿者联合会

广摇 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部

北流市义工协会

海摇 南

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摇 庆

重庆巴南公安女警帮帮团

四川外国语大学多语言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四摇 川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德阳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西南石油大学 (南充) 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摇 州

六盘水市义工联合会

遵义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云摇 南

云南大学赴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

研究生支教团

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民汉双语志愿服务团

西摇 藏

拉萨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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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摇 西

咸阳市小桔灯公益服务中心

甘摇 肃

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

西北师范大学爱尚微公益项目孵化中心

青摇 海

青海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宁摇 夏

固原市志愿者协会

新摇 疆

新疆 949 交通广播爱心献血联盟

巴州红十字老兵救援队

全国铁道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全国民航

四川航空青年志愿者总队

中央和国家机关

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中央金融

交通银行志愿者协会

中央企业

中国中铁 “幸福之家冶 志愿服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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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兰州石化 “宝石花冶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心缘心理健康协会

给您敬个军礼--沙海老兵志愿服务队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金奖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共益青年团队

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

马鞍山公益善食馆

重庆江北幸福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

贵阳市乌当区同心思源助业促进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情蜜意项目组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朝阳行动乡村服务创新中心

厦门医宝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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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名单

(共 125 个)

北摇 京

北京西站地区蓝丝带助残爱心驿站

世园会志愿服务项目

“爱满夕阳 青春助老冶 ———金融法律知识进社区服务项目

折翼天使社区牵手融合成长计划

水滴普法 “青少年权益保护冶 项目

“阳光志愿 闪耀知产冶 知识产权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失踪儿童互助系统项目

新时代小先生志愿讲解项目

志愿至美———区级志愿服务发展模式研究项目

通过南南合作与 “一带一路冶 倡议促进中国参与国际志愿

服务发展项目

天摇 津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冶 社区惠民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群养之家·为爱而行冶 志愿服务项目

河摇 北

“情暖童心·科技筑梦冶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公益项目

山摇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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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刻爱公益孵化中心为依托的 “星火计划冶 兴志工程

内蒙古

种树植心志愿服务项目

辽摇 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风华青年冶 宣讲团志愿服务项目

吉摇 林

“靠普冶 医生志愿服务项目

“源自本草·脱贫助梦冶 志愿服务项目

“法护正义·情暖人心冶 信访法律志愿服务项目

园丁 “魔法师冶 志愿服务项目

黑龙江

“青春增辉夕阳红冶 助老服务项目

上摇 海

“星希望冶 自闭症儿童舞蹈治疗公益项目

复旦大学 “逐梦西部·授人以渔冶 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五彩城市冶 现代交通志愿服务项目

江摇 苏

“袋鼠妈妈绘本角冶 ———特殊需要儿童阅读疗育志愿服务

项目

托起彩虹梦———残健融合项目

福缘人的孩子——— “福娃冶 志愿服务项目

金网工程———农村特困家庭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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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网络名捕冶 互联网安全保卫志愿服务

项目

“仓颉学院冶 汉字教学推广志愿服务项目

“宁电爱立方·志愿 365冶 ———电力延伸服务项目

浙摇 江

筑梦星辰 因爱成海———孤独症家庭支持志愿服务公益项目

耳涡———盲人无障碍电影公益平台志愿服务项目

“海岛萤火虫冶 ———助力特殊未成年群体成长志愿服务项目

凉山不凉, 支教暖情———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服务

项目

葵园·城市流动未成年人临时庇护综合社会治理项目

“若爱同·共筑梦冶 ———关爱偏远山区空巢、 高龄老人项目

点亮玉树志愿服务项目

码上公益平台志愿服务项目

安摇 徽

阳光体育爱心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合肥高铁南站 “爱在南站冶 志愿服务项目

福摇 建

“紫奇频道冶 ———厦门大学盲人电台志愿服务项目

“穿墙引线冶 特殊群体留守儿童帮扶计划

“师带徒冶 引凤计划

海上遇险专业义务救援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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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星火冶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志愿服务项目

江摇 西

“我伴你冶 1+N 孤儿成长公益共享计划

山摇 东

微爱 1 加 N 志愿服务项目

兖矿集团鲍店煤矿 “1156冶 暖心志愿服务项目

“亦家人冶 扶贫帮困志愿服务项目

“摆渡冶 爱心食堂志愿服务项目

南北道应急道路救援志愿服务项目

河摇 南

“乐动乡村———留守儿童的暖心课堂冶 志愿服务项目

绿荫追梦———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新时代矿区生态综合治理志愿服务项目

“让爱 ‘箱爷 遇冶 志愿服务项目

“魅力中原冶 系列惠民音乐会志愿服务项目

不朽计划志愿服务项目

湖摇 北

寻找中国的绣娘志愿服务项目

“周末爸妈冶 孤残儿童亲情抚慰项目

“阡陌行冶 恩施建始扶贫项目

“共筑防毒之堤, 拒毒千里之外冶 志愿服务项目

湖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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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继承者冶 关爱留守儿童成长项目

用爱点亮心灯——— “温暖望麓冶 公益项目

“复辉古建, 志愿同行冶 古建筑保护志愿服务项目

“待用长沙冶 与环卫工人同行志愿服务项目

广摇 东

聚焦精准助残 共享美好生活———最后一公里, 出行无障碍

接力项目

“光明路冶 ———青年志愿者 “体育助盲冶 服务项目

“童步成长路冶 ———关爱流动儿童成长计划

“移动的生命线冶 ———青年志愿者 “公交急救冶 宣传教育服

务项目

广摇 西

柳江水上安全建设志愿服务项目

海摇 南

“美舍河变形计冶 志愿服务项目

“爱的龟途冶 海龟保护志愿服务项目

重摇 庆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光束行动冶

“点灯人冶 ———亲子阅读推广计划

四摇 川

“春雨计划冶 医教结合推动特殊儿童融合教育

“舞冶 所不能 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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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儿计划儿童性教育项目

五彩石———孩子稳定的心灵陪伴项目

“公益超市·聚爱成都冶 ———社区志愿公益活动项目

“天珠之窗冶 藏区及偏远地区远程教育帮扶志愿服务项目

携手青春, 为 “艾冶 发声志愿服务项目

《你好·青春》 励志音乐剧巡演项目

陪伴特殊困难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志愿服务项目

贵摇 州

“山里·山外冶 ———聋哑青少年儿童社会融入计划

“大音曦生. 让世界听见冶 ———特殊儿童传承非遗计划

“马背上的第二课堂冶 公益扶助项目

“心幕象牙塔·黔行大学梦冶 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

云摇 南

“ ‘鱼爷 养天年冶 敬老爱老公益服务项目

西摇 藏

“千声助盲童 万心祝西藏冶 志愿服务项目

陕摇 西

“小桔灯点亮希望冶 关爱陕西农村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暖心衣橱冶 大型闲置衣物回收再利用项目

蜂巢智慧城市垃圾服务公益项目

甘摇 肃

无偿捐献器官志愿者关怀体系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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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摇 海

校社共建———巴干乡环保宣教与生态保护项目

宁摇 夏

护芽计划———为青春期女童护航志愿服务项目

“童心路冶 救助涉毒家庭留守娃志愿服务项目

“阳光 984 安全知识进校园冶 交通安全知识宣讲项目

新摇 疆

欢·乐天山梦———帮助白血病患儿完成生日愿望志愿服务

项目

新疆建设兵团

璀璨 “星冶 光: 为梦守航志愿服务项目

全国铁道

雷锋街市志愿服务项目

全国民航

“美丽川航 让爱飞翔冶 爱心助学行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

清爽宝贝计划

中央企业

“电力建设未来, 志愿温暖世界冶 中国电建海外志愿服务

行动

水利部

南水北调节水护水公益广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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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水脉———黄河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公益宣传活动

电影 《爱在青山绿水间》

首届浙江省亲水节

2016 年长江防汛抗洪专题宣传

“关爱黄河·水润万家冶 志愿服务项目

“我是河小青 生态江西行冶 志愿服务项目

清泉计划

“甘泉润民心 公益高原行冶 志愿服务项目

节水大讲堂志愿服务项目

卫健委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团委 “医苑新星冶 健康传播项目

江苏省人民医院 “仁医之声冶 音符有爱志愿服务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宝贝不哭冶 ———术期患儿关

怀志愿陪护项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2+1冶 红丝带高校行项目

北京协和医院 “协韵冶 医学青年公益演奏团项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植根基层 健康同行冶 健康公益志

愿服务项目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救护之翼冶 ———广东省应急救护志

愿者培训基地项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汽车眼科医院冶 项目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小丑医生冶 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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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回安全———重庆市主城区居民家庭

过期药品专业回收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健康科普青年讲师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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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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

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