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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共青团改革动态 
 

第 1 期 

 

共青团南京市委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9 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的回信中，激励广大青年担当尽责、努力奋斗，让青

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疫情当前,青年出

列。自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广大团员青年

和基层团组织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挺身而出、冲

锋在前，扎实开展志愿服务、多方筹措医疗物资、及时做好

舆论引导、积极助力农产品销售，科学、有序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充分发挥了共青团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市委副书记

沈文祖同志、团省委书记王伟同志都对南京共青团抗疫工作

作出批示，给予肯定。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关键时

刻，全市共青团组织更要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带领

广大团员青年提振信心、激发斗志、持续进击，奋力夺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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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江北新区团工委组建青年突击队助力复工复产 

 团玄武区委开展志愿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团秦淮区委集结青年力量打响“线上线下”防疫战 

 团建邺区委发动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基层防疫工作 

 团鼓楼区委青年党员冲锋在前参与疫情防控 

 团栖霞区委广泛组织抗疫力量展现青春作为 

 团雨花台区委提升“三力”让团旗在“疫”线高高飘扬 

 团江宁区委开展“三项行动”有效补上疫情防控“短板” 

 团浦口区委“4321”工作法做实疫情防控 

 团六合区委发挥返乡大学生力量共建疫情防控防线 

 团溧水区委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团高淳区委做好五项工作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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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新区团工委组建青年突击队助力复工复产。青力

宣传促防控。线上开展人才服务联盟防疫专题活动，推出企

业防疫课程11期；组织团员青年730余人深入企业厂房、楼

宇店面等开展复工复产防疫宣传，助力企业做好疫情防控。

青聚能量助生产。主动对接支持际华5302等新区医疗相关企

业积极投身防护物资、诊断检测等重点环节；各园区和街道

组建青年突击队31支，进驻企业协助做好登记巡察、消杀测

量等工作。青显担当做服务。组织园区团建指导员变身复工

复产“服务员”，引导新区7个街道和81个社区团组织主动加强

与驻地企业联动，协助做好企业人员核查建档、防控管理等

工作。截至目前，新区企业复工率98.4%，432家规上企业2

月19日起全部复工，新区各级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也为战“疫”

复产奉献了一份青春力量。 

 

● 团玄武区委开展志愿服务助力疫情防控。一是抓面上

发动动员。印发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通知，通过“呦·玄

武”微信公众号、团干部微信群、朋友圈发布青年志愿者招募

令，截至 2 月底，发动团干部 100 余人，招募青年志愿者 200

余人。按照就近就便原则，组建 8 支青年志愿服务队，实现

街道、园区全覆盖。二是抓服务基层一线。以锁金村街道为

试点，招募中小学生居家志愿者，居家用小喇叭向小区居民

宣传防疫防护知识。在徐庄高新区、珠江路城市“硅巷”组织

“青春义剪、助力复工——流动理发店进园区”活动，为复工

企业员工理发约 110 人，受到园区、企业和员工好评。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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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青少年疫情防护。把寒假团、队活动向线上延伸，组织团、

队干部制作居家运动指南、居家线上课程等视频内容，满足

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寒假健康成长需求。四是抓青年组织力

量发挥。动员区青联委员、青商成员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截至 2 月底已捐资捐物折合资金 45 万余元。 

 

● 团秦淮区委集结青年力量打响“线上线下”防疫战。一

是发动团干到一线。发动全区各级团干部 191 人，参与入户

排查、小区值守、卡口防控、物资代购等工作。发动卫健、

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青年先锋队，投身一线抗

疫工作。二是招募青年志愿者。通过社会招募青年防疫志愿

者 85 人，指导蓝天救援队等青年社会组织成立青年突击队，

志愿协助社区开展无物业小区消杀工作。三是开展募捐献爱

心。发动区青联委员参与捐助，累计捐赠善款 20 万余元，

捐赠口罩 100000 个、酒精 2 吨、84 消毒液 14 吨，一次性医

用手套一箱。编写青少年防疫手册、购买 84 消毒液、洗手

液及食品物资用于支援各街道及蓝天救援队防疫工作。四是

积极宣传正能量。第一时间发布 H5 倡议书，制定《秦淮团

员八项承诺》，号召共青团员听党号召，科学防疫。用好微

信微博平台，宣传团组织做法及团青故事，累计发布微信 92

篇，微博 611 条，阅读量超 10 万。在学习强国、江苏电视

台、南京电视台、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发布新闻报道 2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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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建邺区委发动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基层防疫工作。一

是做好志愿服务，展现作为勇担当。自 2 月 1 日起，团区委

线上联合社会组织招募 3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网

络宣传，营造理性积极的舆论氛围，线下招募青年志愿者 940

人次协助社区帮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加强宣传引导，

弘扬青春正能量。运用“青春建邺”两微平台及时向社会发布

疫情防控工作动态 165 条，转发权威科普文章 58 篇；探访

青年医务人员、志愿者、社工及干部群众抗击疫情的先进事

迹，累计推送 29 期；编写开设 7 期“互联网＋《红领巾云课

堂》”。三是聚焦防疫一线，汇集爱心有温度。募集捐赠价值

十万余元的防疫物资送到一线青年社工、青年志愿者和困境

青少年手中；组织区青年企业家向区红十字会捐赠 2 万余元

防疫物资；与湖北黄石开展少先队手拉手活动，线上共唱一

首歌，向黄石市少工委捐赠 N95 口罩 500 个；累计服务困境

青少年 65 人，联系慰问医护人员家属 15 人，帮助其解决生

活、学习问题。 

 

● 团鼓楼区委青年党员冲锋在前参与疫情防控。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鼓楼各级团干部组成青年党员突击队奋战

在防控第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面对无物管小区防控形势

吃紧的情况，党员带头主动增加排班量，全力做好人员登记、

检测体温、通行证发放等工作，所有干部每天在岗 10 个小

时以上。参与网格化治理。为居家隔离家庭送物资上门，每

日给 20 户家庭运送生活物资、快递外卖取送和上门测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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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的工作。有团干部在监测点值守中发现某小区居所短时间

人员探访频率过高，通过调查发现疫情期间依然聚众活动的

麻将档，在劝返“麻友”同时将情况反映给属地派出所，对该

处作封停处理。做好组织发动，招募机关青年、团员青年志

愿者 500 余人参与防控值勤、防疫宣传、网络辟谣、心理辅

导等工作，还联系青年社会组织为防疫第一线捐赠口罩 3000

个、消毒液 5600 公斤，并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社工和志愿

者赠送工作餐、热水瓶、姜茶等暖心物资。 

 

● 团栖霞区委广泛组织抗疫力量展现青春作为。广泛发

动，青年“会”作为。第一时间发布动员令，号召各级团组织

和团员青年即刻战“疫”。制作防疫科普专题系列视频共 10

集，在线点击量超 20 万次。持续报道防控一线的青年典型

事迹 60 篇，以榜样带动更多青年参与一线防控。主动担当，

青年“能”作为。联动驻区高校招募青年志愿者 52 名，投入一

线防控工作。在街道、系统团组织成立青年突击队和临时团

支部，组建由社工、社区志愿者等构成的青年先锋代购团，

以“居民点单 青年跑腿”的形式，累计服务超过 1000 人。发

动青联委员、中小学等各方力量，募集爱心捐款超过 100 万。

紧贴需要，青年“善”作为。面向区内困境青少年、援鄂医务

人员子女等群体，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对一在线陪伴辅

导，传递爱和温暖。针对后期韩国、日本等多名外籍人士返

回的基层疫情防控需要，及时招募志愿者提供翻译服务，解

决沟通障碍、帮助矛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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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雨花台区委提升“三力”让团旗在“疫”线高高飘扬。

一是充实工作力量，提升组织力。火速成立小雨点青年“战疫”

志愿行动队，招募 3 批 186 名青年志愿者充实一线工作力量，

组建 2 支防疫青年临时团支部，8 支街道（园区）青年突击

队，分工协作，形成合力。联合疾控中心和小行医院，开设

心理热线，组织 4 名专家和 5 名志愿者，为居民消除焦虑和

恐慌，也为一线防疫工作者提供心理疏导与心理释压。二是

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引领力。通过团属新媒体平台准确及时

发布权威信息，宣传战“疫”青年的硬核事迹，累计发布各类

防疫信息 144 篇，累计阅读量 13414 次。落实少先队员加长

版寒假实践活动，鼓励青少年通过“云寻访、云课堂和保健康”

等形式丰富寒假学习和生活，争当抗“疫”小先锋。三是助力

复产复工，提升服务力。组织软件谷、街道（园区）团工委，

开展企业复工防疫督查工作，助力辖区千余家企业做好复产

复工的备案工作，发动团员青年参与企业复工复产晨检工作。

联合区人社局，开展春风行动线上招聘会，筹办网上大学生

校招双选会，帮助辖区企业揽才招工。 

 

● 团江宁区委开展“三项行动”有效补上疫情防控“短板”。

一是开展“守护家园”青春志愿行动。组织成立由 169 名青年

志愿者、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就近参与社区、居

民小区防疫志愿服务，协助做好防疫知识宣传普及、疫情监

测、卡口排查、扶危济困等工作。二是筑牢困境青少年“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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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合南京晓庄学院团委招募 30 名高校志愿者，为 37

名困境青少年提供一对一线上课业辅导“云伴读”志愿服务，

累计时长超 1000 小时。动员 201 个社区团支部全面排查梳

理困境青少年群体，为 405 名困境儿童送去口罩、香皂、防

疫知识宣传卡及教辅、课外书籍。同时，对父母被隔离的儿

童、父母未返宁的儿童和从疫区返宁的儿童等重点群体，电

话探访 85 次，针对性地提供防疫知识宣传、心理疏导。三

是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发展。组织机关团干部与小微企业结对，

开展帮企业复工达产、帮企业安全管理、帮企业解决问题、

包惠企政策兑现“三帮一包”惠企帮手特别行动。捐赠免洗手

消毒液等价值 40 万元防疫物资，在 201 个社区复工复产的

小微企业及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处提供防疫消毒服务。 

 

● 团浦口区委“4321”工作法做实疫情防控。一是集聚“四

力”展现青年责任。团区委班子全部下沉、直上一线值守摸排、

宣传引导，体现行动力；机关团员青年响应号召、主动报名，

充实基层防控，体现组织力；7 个街场、76 个社区（村）青

年突击队听指挥、勇拼搏，体现执行力；青商会、青年联合

会等青年组织募集 17 多万元助力防疫，体现向心力。二是

当好“三员”展现青年担当。把在 40 个省界卡点和所有区内检

测点布置青年力量，在急需力量的岗位上当好守门员。在往

来人员多、情况复杂的防控“压力点”建立青年突击队，贴近

一线当好战斗员。把支部建在网格上，以村（社区）为单位，

团员青年化身街巷长，当好疫情防控网格员。三是做实“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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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青年风采。“勤”动脑，制作“永宁 Gai 电话茶话会”、战

疫宣传漫画、“星青年”视频，当好“宣传主播”。“勤”跑腿，

主动承担隔离人员保障任务，最大限度把服务拓展到“家门

口”。四是守护“一心”展现青年奉献。围绕复产复工，发动团

干部逐一上门了解企业需求、做好防疫宣传，动员团员青年

立足岗位，最大限度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便利，一心一意

守好本职讲奉献。截止目前，浦口已有超过 10000 名企业员

工安全回归复工复产。 

 

● 团六合区委发挥返乡大学生力量共建疫情防控防线。

一是多渠道募集，争当联防联控“生力军”。第一时间开辟线

上报名、电话报名和社区报名等多种报名渠道。2 月 1 日以

来，100 多名返乡大学生，深入村居一线负责卡点值守、居

民劝导、体温测量、摸排登记等，成为家乡疫情防控的“生力

军”。二是多领域参与，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员”。发挥返乡大

学生的专业和特长优势，线上原创漫画、改编歌曲、绘制海

报，宣传疫情防控的政策和知识，线下入户分发一封信、用

“土味”小喇叭和无人机远程播报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六合青

年官方微信微博累计发声 516 次，累计阅读量达 438 万人次。

三是多方位关怀，组建疏导探视“后援团”。针对困境青少年

和支援湖北一线医务人员家属等特殊群体，组织团干部+返

乡大学生志愿者+学校辅导员力量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及

时送去蔬菜米油和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动态跟踪关注困境儿

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时对接心理咨询老师上门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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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期间心理关怀。 

 

● 团溧水区委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加强线上宣

传引导。运用“团聚溧水”微信公众号发布企业复工政策信息

10 余篇，总浏览量近 4500 人次。线上发布“春风行动”线上

专场招聘会，提供 6214 个就业岗位。开展企业专项服务。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走访区内重点企业 40 余家，向企业宣

讲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免缴社会保险费等援企稳岗政策，督

促复工企业对厂区进行全面消毒，实现返岗职工信息采集、

体温测量、疫情防控宣传全覆盖。搭建金融服务平台。为复

工企业的合理信贷申请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积极宣传“复工复

产贷”“惠农春耕贷”等防疫专项贷款项目以及融资贴息政策

大礼包。发挥青安岗榜样作用。在溧水区首个复工的建筑施

工项目中，中建五局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率先吹响复工复产

号角，所有成员建立“一人一档”跟踪监测健康状况，施工现

场实行 24 小时不停歇“两班制”轮次交替作业规避交叉感染，

发挥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 

 

● 团高淳区委做好五项工作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深化志愿服务，共筑防护墙。动员全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返乡大学生、务工青年等共 2674 名青年志愿者投身

疫情防控一线。二是汇聚防控合力，传播正能量。线上募集

善款 2 万元，捐赠口罩、消毒液、医用酒精等防疫物资和生

活物资共计价值 15.7 万元。通过两微平台累计发布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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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微信 99 篇、微博 153 条，报道防控一线青年先进事迹

38 人，累计阅读量达 16 万人次。三是精准扶贫帮困，实事

暖人心。开展“新农菁英·爱心助农”活动，助销鸽子 1011 只，

早园笋、青虾等农产品 3895斤，帮助滞销农户增收 7.4万元。

为全区 40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送去防疫物资和学习用品，

及时帮助解决网课设备、学业辅导等问题。四是全力守护逆

行，做好后勤兵。向援鄂医护团员发出慰问信并寄送团务用

品和文创产品，为 26 户援鄂医护人员家庭子女提供学业辅

导、日常用品采买等服务。五是助力复产复工，争当突击队。

组织 324 名团员青年进驻企业、工地、田间、商铺做好政策

宣传、返岗复工等指导与服务工作，助力区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报：书记室                                                

发：各团区委、江北新区团工委，机关各部室，各直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