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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全团之力  抓重点攻坚 
团市委全面推进志愿服务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今年以来，团市委坚持把志愿服务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为共

青团聚焦党政中心、服务工作大局的使命任务，以“创全国文明

城市 争做最美志愿者”为主题，引领全团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参

与创建、建功创建。尤其是 5 月 19 日全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后，

团市委坚决贯彻落实陈伟俊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突出问题导向，

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工作要求，众志成城、狠抓落实，以扎实的

志愿服务助力“成功创建、如期夺牌”。截止目前，全市注册志愿

者 75.7 万人（每万人拥有志愿者人数 2545 人，位居全省第一），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20000 余场次，相关工作被《中央电视台》《新

华社》等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报道 35 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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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吹响志愿服务“集结号”，以高效宣传引导全民参与创建 

按照创建目标，注重志愿服务氛围营造，努力形成全民知晓、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环境。一是多形式拓宽志愿

宣传渠道。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用，运用新闻报

道、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动态报道志愿服务活动。依托“团聚

湖州”“湖州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展现志愿者良好风貌。拍摄《美

丽志愿者 文明湖州城》公益宣传片，《坚持不懈 煨暖人心》《点

滴爱心汇聚成海》等 2 篇志愿宣传信息获评市外宣“南太湖好作

品奖”。二是多类型选树志愿服务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着眼培育和选树典型，挖掘一批优秀志愿服务个人和团

队，给予“最美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个人（集体）”等荣誉。充

分发挥“出彩青春”宣讲团作用，邀请志愿服务优秀个人（团队）

进学校、企业、社区讲述先进事迹 50 余场，大力普及志愿服务

理念。三是多维度凝聚志愿服务共识。强化志愿文化标识，设

计推出“创全国文明城市 争做最美志愿者”系列文化产品，在机

关单位、社区进行发放。动员各级团组织设计开发宣传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的志愿服务系列漫画、H5、微电影、歌曲等 30 多

项，增进大众对志愿服务的认知认同。 

二、打响志愿服务“冲刺战”，以铁军姿态引领青年建功创建 

不断丰富志愿服务活动载体和内容，深化“创全国文明城市 

争做最美志愿者”百个志愿服务项目，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一是开展“爱在湖城 2017 志愿服务进社区”专项行动。自 5 月

起，将每月的第 1 个和第 3 个周六设为社区志愿服务固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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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整合社会资源，组织志愿者走进社区、广场，开展环境保

护、便民服务等现场集中式志愿服务 20 余场，参与志愿服务

团队 65 家，覆盖社区居民 10 万余人次，发放志愿文化宣传品

5 万余件。二是深化“四亮一争”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青工团

组织、窗口单位及社区深入开展“亮身份、亮口号、亮承诺、亮

服务，争做最美志愿者”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打造 20 个志愿服

务示范站（点），动员全市团员青年和志愿者带头示范亮形象。

加强社区志愿服务站建设，完善建设标准、规范服务流程、出

台星级创建办法，打造 10 个志愿服务样板社区，推进志愿服

务站量质提升。三是推进“有序排队·文明礼让”全民践行活动。

6 月起，组织万名志愿者走进各大商场、超市、银行、医院等

公共场所，按照“有公益提示、有现场劝导、有等候座椅、有叫

号系统、有一米隔离线”等“五有”要求，劝阻不文明行为，引导

广大市民遵守公共秩序。截止目前，全市共招募文明志愿者

15000 人，提供志愿者红马甲、劝导旗帜等宣传物品 12000 余

件。 

三、着眼志愿服务“可持续”，以全面创建促进事业长远发展 

着眼志愿服务事业长远发展，创新工作机制，促进志愿服

务工作社会化、规范化、专业化运作。一是健全“立体式”组织

网络。建立起纵向延伸到村（社区）、横向联结各领域行业常

态运行的志愿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志愿汇”平台推进志愿者注

册、活动记录、奖励评价工作，将志愿者服务项目、时间作为

各级优秀志愿者推荐评比的重要指标。二是优化“专业化”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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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鼓励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社会公众参与志

愿服务，加大专业志愿队伍组建力度、巩固建立治安巡逻、应

急救援、心理帮教、社区矫正阳光志愿服务队伍 13 支，定期

组织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同时，推出“互联网＋志愿服务自

动投保机制”，免除志愿者“后顾之忧”。三是加强“全方位”督查

管理。出台《共青团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方案》，制定

重点工作项目，明确具体责任部室和责任领导。成立共青团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督导小组，定期开展暗访检查，定期

通报重点志愿服务项目进展，并借助“团聚湖州”“青柚空间”等

新媒体平台开展比拼亮晒，全力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动

形成“人人志愿”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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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今年以来我市志愿服务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报道情况 
 

序号 媒体 标题（内容） 时间 

1 全城飘香 志愿者送出十万份腊八粥 1.5 

2 

央视 

新闻联播 
践行“雷锋精神” 各地志愿者在行动 3.5 

3 
央视 

《朝闻天下》 
传递雷锋精神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5 

4 安吉百名志愿者走上街头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 3.3 

5 

中国新闻网 
浙江安吉“河小青”上岗巡河  共护母亲河生态环

境 
3.7 

6 人民网 党员群众齐上阵 治水剿劣美家园 4.19 

7 
热心村民参与 “河小青”助力 志愿力量壮大剿劣

行列 
4.5 

8 剿灭劣Ⅴ类水 两万党员带头攻坚 4.17 

9 

新华网 

3000 余名团员“团性体检”激发团员青春活力 5.5 

10 光明日报 这堂护水课上的精彩 2.2 

11 
开年加油干：浙江“小微水体”倒排时间表-青年民

间河长“春来早·加油干”集中志愿服务行动 
2.20 

12 

浙江卫视《浙江

新闻联播》 剿灭劣 V 类水 各地市民“验水”热情高 环保部门

及时检测反馈 
4.5 

13 
剿灭劣Ⅴ类水 全民总动员：验出劣Ⅴ类 市民督

促整治 
4.20 

14 

浙江卫视  

新闻深一度  
验水亭 晒水样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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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媒体 标题（内容） 时间 

15 
新蓝网- 

中国蓝新闻 

剿灭劣 V 类水：湖州成立首个“剿劣基金”安吉企

业共同助力 
5.17 

16 温暖回家路 1.24 

17 青少年上护水岗 3.6 

18 德清：大城小爱画出“同心圆” 3.7 

19 “红马甲”伸出援手 3.7 

20 治水剿劣美家园 4.20 

21 职工争当护水先锋 5.3 

22 

浙江日报 

志愿服务助出行 5.30 

23 长兴有支青年“民间河长”服务队 2.15 

24 治水大比拼德清“民间河长”竞岗治水 2.22 

25 南浔青年志愿者助力小城镇提升“颜值” 3.2 

26 德清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嘉年华活动 3.4 

27 德清有个“雷锋班”传递十年爱心接力棒 3.5 

28 
全国学雷锋日 湖州市发布 154个重点志愿服务项

目 
3.5 

29 

浙江新闻 

垃圾怎么丢德清志愿者巡回宣传常态化 3.9 

30 
长兴青年“民间河长”已经正式上岗，为“河长制”

注入新鲜血液 
2.5 

31 

浙江之声 

新闻联播 

吴兴河小青·志愿益起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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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媒体 标题（内容） 时间 

32 湖州发布“河小青微河长”APP 3.5 

33 
84 次献血达到 40000 毫升 宣成国：不能献血了，

就去做志愿服务 
2.26 

34 
浙中大药学院“河小二”的治水金点子，建议湖州

种植药用植物改善水环境！ 
4.6 

35 

青年时报 

“团性体检”，让团员更像团员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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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县（区）团委，开发区、度假区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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