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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青少年行动计划》 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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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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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青少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2025 年)》, 持续提升青年体质健康水平, 进一步在广大青少年

中弘扬奥运精神、 推广冰雪运动、 宣传冬奥文化, 组织动员青少

年以实际行动助力冬奥会成功举办, 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 总体目标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 “绿色办奥、 共

享办奥、 开放办奥、 廉洁办奥冶 理念, 紧密结合共青团正在开展

的 “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冶 教育实践、 “不忘初心

跟党走冶 主题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 通过组织开展冬奥文化传

播、 冰雪运动推广、 青春建功行动、 青年志愿服务、 青少年国际

交流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 团结引领广

大青少年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中充分发挥

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青春力量。

二、 行动主题

激情冰雪·青春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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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内容

1. 开展 “魅力冬奥冶 青少年冬奥文化传播行动。 围绕在广

大青少年中弘扬奥运精神、 宣传普及冬奥知识、 传播冬奥文化,

各级团组织广泛开展冬奥知识竞赛、 主题征文演讲、 摄影绘画大

赛、 文化产品创作推广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 充分

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开展 “激情冰雪·青春冬奥冶 主题网络活

动, 引导青少年了解冬奥、 关注冬奥、 参与冬奥, 大力营造全社

会共迎冬奥的浓厚氛围。 各级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 “红领巾小健

将———走近冬奥会冶 主题活动, 举办 “冬奥知识知多少冶 宣传

活动。 各学校团组织广泛开展 “冬奥进校园冶 系列活动, 将冬

奥元素融入到校园各类主题活动中。 各地团组织依托 “青年之

家冶 平台, 通过专题讲座、 实践体验等形式, 在广大青少年中积

极宣传冬奥知识、 传播冬奥文化。

2. 开展 “共享冬奥冶 青少年冰雪运动推广行动。 充分利用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契机, 依托各类运动场馆和

运动设施, 广泛开展青少年冬奥冰雪运动项目体验活动, 在广大

青少年中积极推广滑冰、 滑雪、 冰球等冰雪运动项目, 让冰雪运

动成为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的重要内容, 影响和带动更多青少年

积极参与冰雪运动、 热爱冰雪运动、 投身冰雪运动。 北京、 河北

等省市和有条件的地方团组织要积极组织青少年开展冰雪运动体

验营、 冬奥会场馆参观寻访、 与冰雪运动项目运动员交流互动等

实践体验活动, 让冰雪运动真正吸引青少年、 惠及青少年。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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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广大青少年参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征集吉祥物、

火炬、 口号等文化宣传活动以及火炬传递、 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文

化活动, 实现广泛参与、 共享冬奥。

3. 开展 “助力冬奥冶 青春建功行动。 组织动员团员青年在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

击队作用, 围绕冬奥会场馆建设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以工程的

质量、 安全、 进度等为重点, 组织开展 “助力冬奥冶 青年突击

队、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青年质量提升示范岗等创建活动和争

创共青团员先锋岗 (队) 等活动; 以 “强基达标 提质增效冶 为

主题, 以 “共青团员奉献日冶 “铁路译家冶 为载体, 带领青年在

“精品工程、 智能京张冶 建设中创新创优, 全面展示广大青年助

力冬奥、 建功冬奥的青春风采。 深化 “青年文明号冶 创建活动,

围绕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 重点组织窗口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开

展 “助力冬奥冶 优质服务示范活动, 培育特色服务项目, 发挥

行业示范作用。 深化 “保护母亲河冶 行动, 以 “助力冬奥冶 为

主题, 大力开展京津冀晋蒙青少年 “增绿减霾冶 共同行动, 建

设 “绿色京张冶 铁路青年示范林, 组织广大青少年开展植绿护

绿、 “光盘冶 行动、 节水护水、 绿色出行等生态实践活动, 以实

际行动助力 “绿色冬奥冶。

4. 开展 “奉献冬奥冶 青年文明志愿行动。 在团员青年中大力

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冶 的志愿精神, 积极调动广大青

年参与冬奥、 服务冬奥、 奉献冬奥的热情, 组织各类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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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到冬奥会志愿服务行动中来。 组织青年志愿者到特教学

校、 康复机构、 助残站点等, 开展冬残奥会知识普及活动。 充分

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服务重大赛会的丰富经验, 会同相关部

门做好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规划、 宣传、 招募、

培训和管理等各项工作。 深化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组织广大

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在网上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持续开展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冶 “我与国旗合个影冶 “阳光跟帖冶 等广受

青年关注的网络活动, 大力推进 “中国青年好网民冶 主题活动,

引领广大青年响亮发出 “奉献冬奥冶 的 “青年好声音冶。

5. 开展 “相约冬奥冶 青少年国际交流行动。 通过邀请组织

海内外青少年参加冬奥青年营、 参观冬奥场馆、 体验冰雪运动、

召开主题论坛等各类冬奥主题活动, 加强海内外青少年的交流联

谊, 展现北京冬奥会的独特魅力, 加深海内外青少年对中国发展

成就的了解,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北京、 河北等省市团组织要

积极开展冬奥城市青年交流活动, 举办 “冬奥足迹冶 青年海外

冰雪行, 组织优秀青年代表考察访问冬奥会举办城市, 促进冬奥

城市青年间的交流。 充分发挥青年社会组织、 青少年社团在对外

交流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在与国外青年组织的交流交往活动中融

入北京冬奥元素, 以参观、 体验、 展览、 讲座等形式宣传北京冬

奥会。

四、 有关要求

1. 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实施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6—



会青少年行动计划,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的重点工作。 各级团组织要高度

重视, 加强对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成立相关组织机构, 确保

工作力量和条件保障。

2. 精心组织, 创新载体。 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 加

强与同地区教育、 体育、 文化等部门合作, 通过广泛发动、 层层

动员, 充分调动基层和广大青少年关注冬奥、 参与冬奥的积极

性, 把青少年的参与面和参与程度作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首要标

准。 要大力创新工作形式和载体, 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和文化、

艺术、 时尚等元素, 增强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要充分发

挥各类青少年体育运动协会、 志愿者协会、 俱乐部等社团组织的

重要作用, 积极参与冬奥文化传播、 冰雪运动推广、 志愿服务行

动等工作, 带动更多青少年关注冬奥、 参与冬奥。

3. 统筹推进, 务求实效。 行动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赛前为全面启动阶段, 各级团组织

要按照行动计划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 细化实施方案, 明确责任

分工, 全面启动各项工作。 测试赛后进入全面提升阶段, 各级团

组织紧紧围绕冬奥会筹办任务, 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抓住

五四、 六一、 七一、 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 有计划、 有重点、 分

层次地开展各类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 逐次掀起活动热潮, 争取

影响覆盖更多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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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第 24 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北京冬奥组委各部 (中心)。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11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