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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在全校团员青年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按照省、市相关文件部署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校团员青年中

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现将《关于在全校团员青年

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开展，按照《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好活动。 

 

附件： 

1：关于在全校团员青年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

的实施方案 

2：各学院团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一览表 

3：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情况统计表 



（此页无正文）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24日 



附 1： 

关于在全校团员青年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的

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全校团员青年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上来，根据省、市相关文件部署要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团员青年，全面推进改革攻坚、

从严治团各项工作。 

二、活动内容 

1、青春关注十九大——学习“新思想”（2017 年 11 月-12 月） 

各级团干部要带头全面学习、 完整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当好团

员青年的表率；各级团组织要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全员培

训，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增强共青团员先进性的核心要求,作为

“学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教育实践常态化、制度化的主

体内容, 作为团内评优选先，团员先锋岗(队)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

通过集体学习、个人自学、举办讲座、报告等多种形式，在全校团员

青年中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今年 12 月 28 日前，每个团

支部至少开展 1 场集中性专题学习活动，每名团员至少撰写 1 篇“牢



记总书记嘱托, 践行青年使命” 的心得体会。 

2、青春感悟十九大——畅谈“新起点”（2017 年 11 月-12 月） 

深入解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

战略部署，切实增强团员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明确前进方向和责

任担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各级团干部要深

入基层团支部、青年学生组织、“青马培训” 等活动阵地，利用机关

开放日、直接联系团支部等联系青年的载体和手段,广泛开展小规模、

互动式、灵活生动的面对面宣讲交流。今年 12 月底前, 每名专职团干

部至少到 3个基层团支部开展宣讲交流活动。 

3、青春寄语十九大——传诵“新声音”（2017 年 11 月-2018 年 6

月） 

深刻理解“十九大精神”与团员青年之间的关系，注重从学理和

实践等不同层面加强深入学习,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

势,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贵任和历史使命,正

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发挥好大学生骨干作用，组建校院两级理论宣讲团，在全校团员青年

中深入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宣讲活动。12 月 28日前， 各学院团委要

上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情况统计表》（附件 3）和活动特

色照片（3 张）至校团委。 

4、青春共话十九大——喝彩“新发展”（2017 年 11 月-2018 年 6

月） 

各级团组织要在各类团属宣传媒体开设 “青春共读十九大” 专

栏和话题, 通过新闻报道、人物访谈、理论文章、青年感悟等形式，

开展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传解读, 报道各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生动事例和良好风貌。 同时注重发挥新媒体平台

作用，通过内容准确、形式丰富、感染力强的文化产品，让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网上传播鲜活有力。2018 年 5 月 20 日前各学院团委推选一

份 H5、 VR、微视频、微动漫（时长不超过 3-5 分钟）等新媒体宣传

作品。 

5、青春践行十九大——呼唤“新作为”（2017 年 11 月-2018 年

8 月） 

各级团组织要按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注重实效”的原则，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让团员青年真正理解

思想、领悟智慧，坚定信仰、责任与担当。通过主题团课、主题团日、

学习座谈、征文演讲、知识竟赛、文艺演出、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

发挥辐射作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全校团员青年，形成“新青年

建功新时代”的浓郁氛围。各学院团委要按照附件中的活动一览表保

质保量组织开展活动，并及时将活动开展情况报校团委。 

三、活动要求 

（一）形成合力，整体推进。全校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按

照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共青团优势，调动团员青年的积极

性，形成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强大合力，围绕主题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切实加强领导、正面宣传、加强管理，让广大团

员青年再参与活动中坚定信念跟党走。 

（二）立足基层，务求实效。要按照普遍性的原则，坚持面向基

层、面向青年，充分调动广大团员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团员

青年自主开展学习宣传实践活动，扩大活动的参与面，增强活动的覆



盖面。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不搞形式，不走过场，

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全校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利:微博、板

报、网站、微信平台等宣传媒体和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同时，还要对涌现出的团员青年先进典型和集体进行广泛宣传报

道，不断掀起舆论高潮。 各级团组织要及时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有关情况报校团委，校团委将审核、发布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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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各学院团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一览表 

序号 学院 活动名称 活动介绍 

1 机械学院 

“才华横溢机械人，共圆伟大中国梦”

主题活动 

（2018年 3月-4月） 

开展“才华横溢机械人，共圆伟大中国梦”主题活动，举办辩论教学课，辩

论表演赛和第八届“‘机’昂杯”辩论赛等，旨在于辩民生以善其身，论国事以

济天下，使广大同学更深刻体会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 

2 材料学院 

“青春献礼十九大”主题团支部提升工

程系列活动 

（2018年 4月-2018年 11月） 

 

围绕十九大精神，各年级各专业以团支部为单位，结合本支部自身情况，组

织志愿服务、学风建设等活动，展现支部青春风采的同时对十九大召开后生活等

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剖析，并深入学习，以阶段性报告的形式进行汇总，组织进

行总结答辩。为提升团支部凝聚力，开展团、校、班歌视频评比，做到人人会唱

团歌，班班有班歌，并组织进行“青春献礼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朗诵

比赛，帮助团支部深入了解十九大精神。 

3 交通学院 

“喜迎十九大一我向习大大说句心里

话”主题团日活动 

（2018年 3月—4月） 

以班级为基本单位，开展“喜迎十九大——我向习大大说句心里话”主题团

日活动, 引导共青团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希望,动员共青团员普遍参与

到活动之中。鼓励共青团员在提交“心里话”之前,开展实践体验、寻访调查等

团学实践活动, 深入了解祖国和家乡发展的新成就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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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学院 

“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十九大精神，做

新时代合格大学生。”系列活动 

（2018年 3月-6月） 

重点围绕学习十九大精神开展，让十九大精神深入团员青年心间。主要开展

宣讲、演讲和知识竞赛活动。 

1、红色革命宣传及十九大对青年一代期望的宣讲解读。2018年 4月 

2、以“做新时代合格大学生”为主题，围绕十九大精神进行演讲。2018 年 4月 

3、组织“拥抱新时代，学习新思想”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2018年 5月 

5 环境学院 

“青春践行十九大，助力美丽大连建

设”系列活动 

（2018年 3月-6月） 

以青马千层次培训、大一日记主题团日为载体，结合学院自身专业，对大连

市空气、环境、工厂污水治理、外卖（快递）包装处理等情况进行调研，及时发

布新闻全程跟进调查活动，最终通过答辩会的形式对调研结果进行评审。 

6 土木学院 
“青春、责任、担当”学习实践活动 

（2018年 3月-6月） 

围绕十九大精神，响应团中央“与信仰对话：青年的楷模，学习的榜样”通

知的号召，加强对学生思想引领，举办“我们的青春在路上”主题演讲比赛。并

以青马千层次培训为载体，举办第一届“栋梁杯”辩论赛。建立健全基层团支部

提升工程，结合团日活动和班班小合唱等活动，帮助团支部深入了解十九大精神。 

7 软件学院 
“理上网来”学习实践活动 

（2018年 3月-6月） 

围绕学院网络阵地在 2018 年上半年计划开展学习十九大相关活动。结合学

院专业特点，发掘自身优势，配合主题进行网络学习、宣传等活动，同时通过深

入学习十九大，进行网络知识竞赛，网络宣讲、网络志愿服务和相关作品巡展等

活动。 

8 动车学院 
“辉煌中国，魅力动车”系列活动 

（2018年 4月-6月） 

围绕中国的高铁事业并在 2018 年上半年开展调研和展览活动。对铁路事业

的过往历史和当代行业发展进行调研，组织网络宣传和图片展览等活动，同时回

顾在十八大至十九大这五年间高铁行业新成果的涌现，寻找自身的成长动力，贯

彻习总书记对于青年的讲话精神，配合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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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管学院 
“十九大精神比肩学”系列活动 

（2017年 11月-12月） 

围绕十九大精神进行学习，强化全院青年学习实效。由四项活动组成： 

1、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峰搏老师授课，集中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 

2、学院团委、学生会主要学生干部进驻各班级团支部分享交流学习心得； 

3、开展十九大相关的知识竞赛，检验学习效果； 

4、通过微访谈形式推出一期青年学习十九大的感悟访谈。 

10 艺术学院 
“辉煌中国，美丽中国”主题活动 

（2018年 3月-6月） 

围绕学习十九大精神，开展“辉煌中国，美丽中国”海报设计活动，对党的

十八大以来，祖国各方面的建设与成就开展调研和宣传活动。结合学院自身专业，

将祖国大好河山、辉煌成就用设计作品的方式进行创作，最终以海报设计的形式

呈现出来，配合主题进行海报设计展览等活动。 

11 爱恩学院 
“不忘初心，回顾交大”系列活动 

(2018年 3月—6月) 

贯彻十九大精神，展现校园文化，丰富课余生活,让大家感受交大的魅力。 

1、追寻历史的足迹：参观校历史馆、机车厂、大连博物馆，学习大铁精神； 

2、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开展十九大主题手绘墙报大赛，制作“习大大语录”

本，赠送给每位同学。 

12 信息学院 

“学习新思想，触摸新时代”学习实践

活动 

（2018年 12月-6月） 

围绕十九大精神，通过学生干部培训，加强理论学习和研讨，结合学院专业

特色，组织企业走访活动，了解社会发展，触摸时代脉搏。 

1、组织学生干部培训班，加强学生理论学习与研讨； 

2、开展企业走访活动，了解就业方向，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建设

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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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情况统计表 

学院名称（加盖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宣讲团组

建情况 

宣讲团 1 名称  
成员 

人数 
 

宣讲团 

数量和 

成员人 

数总计 

 

宣讲团 2 名称  
成员 

人数 
 

开展宣讲

活动情况 

宣讲活动 1 时间  地点  内容  
覆盖 

人数 
 

宣讲场 

次和覆 

盖人数 

总计 

 

宣讲活动 2 时间  地点  内容  
覆盖 

人数 
 

宣讲活动 3 时间  地点  内容  
覆盖 

人数 
 

宣讲活动 4 时间  地点  内容  
覆盖 

人数 
 

宣传报道情况 

宣传具

体链接

网址 

1. 

2. 

3. 

宣传报道

次数总计 
 

学校特色做法 

1. 

2. 

3. 

备注：如行数不足，请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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