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青 团 中 央

民 政 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青联发 也2014页 20 号

共青团中央摇 民政部摇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关于举办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暨首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民政厅 (局)、 志愿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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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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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 抓好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 总

体部署落实, 不断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 社会化动员和制度

化发展, 共青团中央、 民政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决定, 联合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共广州市委共同举办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暨

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简称 “赛会冶), 打造全国性

志愿服务项目培育、 资源对接和交流发展平台, 推动中国青年志

愿者事业实现科学发展, 动员引导广大青年和社会公众以青春梦

想、 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赛会主题

青春志愿行摇 共筑中国梦

二、 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共青团中央

民政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共广州市委

承办单位: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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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东省委

共青团广州市委

三、 组织机构

赛会设立领导机构、 工作机构和评审机构 (组织机构名单见

附件)。

(一) 领导小组。 赛会设立领导小组, 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

位有关领导同志组成, 负责整个赛会的组织领导、 宏观决策和督

促落实工作。 共青团中央统筹赛会筹备工作, 指导中国青年志愿

者协会、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等机构做好赛会项目申报、 组织评

审、 资源对接、 展会组织、 成果运用等工作。 民政部负责综合指

导、 社会组织的动员审核及政策支持等工作。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负责统筹指导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开展项目申报、 合作对接

和资金支持等工作。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共广州市委负责赛会具

体筹备、 组织、 属地保障等工作。

(二) 全国组织委员会。 在领导小组领导下, 设立全国组织

委员会 (简称 “全国组委会冶), 由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省级

团委和省级志愿服务组织负责同志, 以及优秀青年志愿者组织代

表、 相关领域的专家、 爱心企业家代表等组成, 负责赛会筹备运

行工作的总体规划、 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 全国组委会下设秘书

处, 设秘书长 1 人、 副秘书长若干人, 由承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组成, 秘书处设在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和共青团广州市

委, 负责赛会日常协调指导、 监督管理、 技术支持、 招商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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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织等工作。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负责组织各级青年企业家

协会成员参与网上项目对接资助等活动, 参与赛会项目支持、 招

商、 评审等工作。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协调整合有关项

目、 资金资源。

(三) 全国评审委员会。 在全国组委会领导下, 设立全国评

审委员会, 由全国组委会秘书处聘请与志愿服务事业相关的专家

学者、 爱心企业家、 基金会或社会团体负责人、 志愿者典型代表

等人士组成, 负责制定评审标准、 组建专业评审机构、 全国赛的

初评和终评等工作。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民政部门

和志愿服务组织, 以及全国铁道、 全国民航、 中直机关、 中央国

家机关、 中央金融、 中央企业等六大系统共青团、 志愿者组织

(统称为 “省级赛会单位冶) 可根据实际, 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工作机构和评审机构, 负责本地本系统赛会的组织开展、 项目评

审、 资源统筹、 招商对接、 集中参展、 交流推介等工作, 并负责

由全国组委会直接资助获奖项目的后续资金审核发放与监督管理

等工作。

四、 主要内容及推进步骤

整个赛会分为三个部分。

(一) 项目申报和集中评审

1. 项目申报 (2014 年 7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 项目申报主

体为各级团组织、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省级赛会单位按照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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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按类别征集、 申报项目, 具体分为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

子女、 扶贫开发、 邻里守望、 应急救援、 环境保护、 文化宣传和

其它领域等 8 大类。 所有申报项目由各省级团委审核、 汇总后推

报。

2. 省级评审 (2014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8 日)。 由省级赛会

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根据全国组委会制定的评审办法, 省级赛会

单位通过在本地区 (系统) 组织开展具有特色的地区 (系统)

赛, 累计选出 1500 个项目入围全国赛 (省级赛会单位入围拟定

名额由全国组委会分配, 其中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子女 2 大类

项目入围数量不低于总数的 20% )。

3. 全国评审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5 日)。 由全国评审

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全国评审委员会集中开展初评、 终评工

作。 通过初评, 从 1500 个入围项目中评选出 500 个项目进入终

评并参加广州会场展示。 通过终评, 评选出金奖项目 100 个、 银

奖项目 400 个 (其中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子女 2 大类项目获奖

比例不低于 20% )。 对未进入终评环节的 1000 个项目授予首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入围奖。

(二) 资源推介和展会交流

1. 线上推介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初)。 赛会设立并依

托 “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暨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冶 官网

和 “志愿时冶 系统 ( http: / / 125cn. net) 进行项目的申报、 审核、

评选、 展示、 对接等工作。 省级赛会单位负责审定本地本系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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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将入围全国赛的项目上传赛会官网, 开

展项目展示、 宣传推广、 网上点评和资源对接等活动。 同时, 中

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组织各级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上网对接资助相

关项目。

2. 线下推介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初)。 省级赛会单位

充分动员本地区 (系统) 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资助相关项目。

通过举办项目推介会、 招商会等方式, 充分发动社会机构、 企

业、 基金会和爱心人士到现场观摩项目, 实地了解组织信息及服

务项目, 面对面洽谈合作意向, 提前进行现场资源筹措, 发挥社

会各界优势整合资源。

3. 集中展示 (2014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 举办志愿服务专

场交流会, 现场设在广州市。 按省级赛会单位划分现场展位, 现

场展示 500 个入围全国赛终评环节的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和各

地青年志愿者工作开展情况。 12 月 4 日、 5 日, 举办展会开幕、

现场观摩、 重点推介、 现场签约、 专题交流等活动。 12 月 5 日,

举办颁奖和闭幕活动, 现场公布金、 银奖获奖项目名单以及优秀

组织奖等。

(三) 成果转化和项目培育

1. 成果转化 (2015 年 3 月前)。 赛会结束后, 全国组委会

将所有获奖项目汇编成册, 作为全国青少年服务项目精品案例,

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推广。 建立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库、 人才

库。 制定发布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标准及开展规范。 编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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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服务组织、 社会组织、 公益机构名录等。

2. 管理评估 (2015 年全年)。 省级赛会单位在收到项目方

合格票据后, 根据协议书规定将资助款及时拨付至受资助项目的

指定法人账户。 省级赛会单位对项目实施、 资金管理负总责, 做

好项目自查、 监管工作, 全国组委会将指定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省

级赛会单位受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审计、 抽查。 通过实地走访、

调查问卷等形式开展项目执行的过程评估和实施结果评估, 最终

形成项目评估报告。

3. 跟踪培育 (2015 年及以后)。 省级赛会单位对本地本系

统受助项目进行跟踪培育, 实时监控受资助项目常态化运行情

况, 及时对受资助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优化意见和

建议, 定期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和评价激励活动。 支持优秀项目扩

大实施范围和受益面, 推动本地本系统受助项目和志愿服务组织

实现持续深入发展。

五、 奖项设置与激励保障

(一) 奖项设置。 赛会设金奖、 银奖、 入围奖三个等级的奖

项。 其中金奖项目 100 个、 银奖项目 400 个、 入围奖项目 1000

个。 根据省级赛会单位开展赛会组织、 本地项目资源对接数量和

参展效果等情况, 综合评定、 颁发一定数量赛会优秀组织奖。 对

于有关赛会捐赠企业和支持媒体, 授予 “爱心企业冶 “爱心媒

体冶 等荣誉称号。

(二) 政策支持。 对于获得金奖的项目, 由共青团中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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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授予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 对于

获得金奖、 银奖的项目, 纳入民政部门开展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有关工作支持范围。

(三) 资金支持。 对于获得金奖、 银奖项目, 由全国组委会

分别给予 2 万元和 1 万元的资金支持。 同时, 根据省级赛会单位

项目参赛情况, 对获得金银、 银奖项目的省份或系统团委, 按一

定标准给予适当管理经费补贴。 酌情对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

疆地区、 贫困地区项目予以特别资助。

六、 工作要求

(一) 高度重视, 广泛发动。 各省级赛会单位要充分认识举

办赛会的重要意义, 精心组织, 科学谋划。 原则上, 各省级赛会

单位要在本地区本系统举办专门的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有条件的

地方还可以组织市、 县级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坚持组织化动员与

社会化动员相结合, 面向工作对象、 传统领域和新社会组织、 爱

心人士等层层宣传动员, 通过媒体推广、 网站宣传、 热线咨询、

巡回推介、 专题发布等形式, 广泛发动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参

与到赛会中来。

(二) 整合资源, 强化支持。 全国组委会统一面向国内知名

企业、 合作伙伴进行招商, 加强资金、 项目、 人员等资源整合,

重点支持获奖项目和赛会筹备工作。 同时, 授权省级赛会单位按

照统一部署, 以组委会名义在辖区或系统内分别开展线下项目推

介及本地本系统活动招商工作。 要充分发挥各级志愿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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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作用, 动员志愿者协会会员、 青年企业家协

会会员、 青联委员等, 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并落实本地本系统的项

目资金保障等工作。

(三) 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 要综合运用报纸、 电视、 广

播、 网络等各种媒体对赛会进行全方位、 立体化宣传, 重点要在

当地主流媒体进行专题报道, 形成声势。 全国组委会将通过赛会

官网和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工作简报并协调主要社会新闻媒

体, 对赛会举办情况、 赛会成果进行全程宣传报道, 扩大赛会的

社会影响力和覆盖面。

(四) 厉行节约, 勤俭办会。 坚持廉洁办会、 勤俭办会理

念, 全国组委会将统筹争取社会资源解决会场布置、 舞台搭建、

新闻宣传等基本办会费用, 不向各参展组织收取任何参展费用。

参展组织往返交通、 在穗期间食宿费用及特装搭建费由各地自行

解决, 坚决杜绝赛会期间铺张浪费之风。

涉及赛会的组织筹备、 统筹协调有关事宜, 可与共青团中央

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共青团广州市委联系; 涉及赛会的项目申

报、 展示对接、 技术支持等有关事宜, 可登陆赛会官方网站。

赛会官方网址: http: / / 125cn. net

赛会官方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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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红川摇

联系电话: 010-85212049摇 85212725

传摇 摇 真: 010-85212099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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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广州市委

联 系 人: 吴摇 俊摇 乔摇 宁

联系电话: 020- 83180068 转 768、 705

传摇 摇 真: 020- 83392290

电子邮箱: zyfwgzjlh@ 163. com

地摇 摇 址: 广州市北京路 312 号青年文化宫

邮摇 摇 编: 510030

附件: 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暨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组织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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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暨首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组织机构名单

一、 赛会领导小组

组摇 长:

秦宜智摇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副组长:

宫蒲光摇 民政部副部长

汪鸿雁摇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赵津芳摇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林少春摇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陈建华摇 广州市委副书记、 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成摇 员:

王金华摇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

费摇 薇摇 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郭美荐摇 共青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侯宝森摇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党组书记

杨摇 松摇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皮摇 钧摇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

曾颖如摇 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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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彤摇 广州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

贡儿珍摇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二、 全国组织委员会

主摇 任:

汪鸿雁 (兼) 摇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副主任:

杨摇 松摇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皮摇 钧摇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

曾颖如摇 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

委摇 员:

王明学摇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

池志雄摇 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

冯建标摇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

邓中文摇 广州市社工委专职副主任

魏国华摇 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

张雁华摇 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副秘书长

黄摇 勇摇 中国青年报编委、 共青团新闻中心主任

各省级团委志愿者工作负责同志 (38 人)

秘书长

杨摇 松摇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副秘书长

王明学摇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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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志雄摇 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

魏国华摇 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

三、 全国评审委员会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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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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4 年 8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