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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台、下基层、办实事 云南共青团 

推动党史学习“强底气”“聚人气”“接地气”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共青团深入推进万名团干上讲

台、机关团干下基层、我为青年办件事专项工作，切实用好新媒

体手段、用活本土红色资源，引导青少年学好党史必修课，“强

底气”“聚人气”“接地气”，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学习教育。 

做好示范引领  各级团干部努力学习强底气 

全省一盘棋，以上率下同频共振。团省委机关依托理论中心

组学习、“读书班”、“青年大讲堂”等载体，采取专家授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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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等方式，扎实开展专题培训，实现机关党员、干部培训全覆

盖。团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已开展 5 次党史专题学习，举办两次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分别赴昭通市巧家县李国柱烈士故乡

和“云南省党史党性教育基地”开展机关专题读书班暨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培训，机关党支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56 次。机关党员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青年大学习·一

起学党史”主题网课等方式，积极开展个人自学。全省各级团组

织积极响应，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推进、

同考核，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年度工作计划、庆祝建党 100 周年重

大活动等紧密结合，共同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开展。 

开展“万名团干上讲台”，强化团干部理论功底。全省各级

团组织积极开展“万名团干上讲台、当好思想引领员”“机关团干

下基层、当好团建指导员”专项活动，全省州（市）委中层以上

团干部，高校团委中层以上干部及二级学院团委书记班子成员，

省属厅局、企业团组织主要负责人，县（区）、乡镇（街道）团

组织书记班子成员，中学团组织书记班子成员，各级少先队总辅

导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场所，每季度

开展上讲台活动不少于 1 次，不断提高团干部的宣讲能力，不断

扩大党史学习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团省委机关干部带头深入

学校、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向团员青年面对面开展专题宣讲

30 余场次。全省各级团组织机关干部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传

承红色基因”“学习先进典型”“红色故事大家讲”系列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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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昆明、威信、麻栗坡、西畴、大理等地的革命遗址、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开展宣讲，累计开展“团干部上讲台”活动 757 场，合

计覆盖人数 74216 人次，合计宣传报道 422 次。 

广泛发动参与  线上线下聚人气 

依托“青年讲师团”深化党史宣讲。全省激活 1300 余人的

“青年讲师团队伍”，经常性、小范围、分众化组织青年讲师深入

基层一线、走到青年身边面对面宣讲党史、党的理论和主张，全

省青年讲师团成员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累计开展宣讲活动近 500

余场，累计覆盖人次 20 余万。 

落实全团带队职责，从小学先锋。组建由各级少工委委员、

少先队总辅导员、少先队名师工作室带头人、少先队教研员、优

秀大队辅导员、校外辅导员等组成的“红领巾巡讲团”53 个，通过

少先队队课和主题队日，广泛开展“红领巾学党史”系列学习实践

活动，开展“读红色经典、讲家乡变化、谈心得体会”辅导员风采

视频展播活动，充分展现少先队辅导员的良好风貌。 

发挥广泛联络优势，组织发动青年。省青联组建“强国青年”

学习小组，遴选了 20 名云南各领域优秀的青联委员，录制 20 期

“青联榜样说·我在党旗下成长”系列视频，开设青联党史讲堂，

推出 14 期“青联党史讲堂——青联委员说党史”栏目，在省青联

微信公众号开设微信党史知识课堂，开展党史知识宣教。全省

16 个州市青联组织深入组织开展党史知识宣讲、参访革命纪念

场馆等活动。组织开展 20 余场红色寻访活动，探访“一二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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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扎西会议会址等，带动广大青年了解党的奋斗历程。录

制“青春同心·永跟党走”庆祝建党 100 周年 MV，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青年人心。组织百名青联委员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培训，引领青联委员传承红色基因。 

发挥组织优势，党史学习贴近同学。省学联组织 25 万人次

大学生在线学党史，以“线上直播+线下收看”的形式开展“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党史专题报告会，点击量达 100 万人次。

在“云南学联”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清明祭英烈”活动网页，近 30 万同学参与网上祭扫。开设“百年

党史我来学、我为同学做件事”专栏，推动团学干部为同学办实

事。 

用好直播方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开展“团播云南”系列党史

学习直播，举行示范宣讲，采用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累计观

看量达 269.4 万人次，累计点赞量达 189.1 万。依托“新青年新主

播”和“你好大学生”直播栏目常态开展党史学习，将“用学术的话

语讲信仰”与“用青年的话语讲信仰”相结合，先后开展了“四史”

学习、党史专题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雷锋精神学习、《习近

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线上学习等专题直播 10 期。 

强化文化熏陶，精心创作推出主题文化产品。“五四”前夕，

在团中央的指导下策划摄制了《青春铸梦成昆路》视频，获得人

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网、光明日报、人民网、等 50 余家官

方微信公众号转载，800 余个微信公众号对其进行推送，累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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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量突破 1500 万。“五四”当天登上全团主题云团课的节目单。

整合云南广播电视台资源，摄制出品《建党百年·口述云南》党

史篇系列视频 18 集，以云南党史为主线，通过先烈后代、亲历

人物或研究学者亲述党史事件，还原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光辉成

就，唤醒云南人民为党的事业牺牲贡献的自豪感，系列视频全网

点击量超过 1.8 亿，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1.26 亿，“云南共青团”

微信公众号累计阅读量 38.16 万，200 多家权威政务号和媒体号

联动宣推。组织团省委“青年讲师团”成员围绕云南党史、党的光

辉照边疆、从“三个定位”看云南实现跨越式发展等主题制作推出

了《云青说·云南党史我来讲》10 集系列微团课，作为党史宣讲

教育慕课在“学堂在线”平台进行展播，供在校大学生作为选修课

程学习。“七一”前夕，制作推出“百年光辉照边疆 跟党奋进新时

代”云南共青团文艺展演，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云南共青团”

微信视频号、微博、B 站、快手等平台进行直播，线上观看 50

余万人次，点赞量超 115 万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后，制作了云南各族各界青年学习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短视频和“青春同心 永跟党走”云南青年献礼建党 100 周年

宣传片，与新华网合作混剪 MV《深冬不见雪》，与省委党史办、

省委网信办、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制作音乐微电影《聂耳和国

歌的故事》，在网络得到广泛传播。 

强化氛围营造 大力开展对外宣传。加强重点工作全媒体宣

传。在 7 月 3 日播出的央视《新闻联播》第 12 项内容“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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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未来 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引发热烈反响”

中，云南团省委干部作为云南共产党员代表之一出镜分享心得体

会。7 月 7 日《光明日报》客户端刊发了团省委运用新媒体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情况。《云南新闻联播》《晚间新闻》等省级电

视媒体也多次报道云南各族各界青年学习党史和热议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闻。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青年

报、云南日报、云南网等各级各类媒体对全省共青团党史学习教

育多次进行报道。“云南共青团”官方微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等重

要政治性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发起话题#云岭青年学党史#，线

上线下同步推进，积极开展舆论引导，截至目前庆祝建党百年类

话题阅读量超过 1.28 亿。 

聚焦为青年办实事  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 

以“机关干部下基层”为抓手，带头为民办实事。推动团的

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结合党政所盼、青年所求、共青团

所能，制定团省委、班子领导、党员 3 个层面为民办实事清单计

划 298 件，目前已完成 115 件。 

开发“一部手机找团团”线上平台，打造青年触手可及的共

青团。上线“一部手机找团团”线上服务系统，帮助青少年用手机

实现创业就业、学习提高、志愿服务、公益捐赠、心理咨询、寻

求公益援助等功能，让青年随时随地找得到共青团。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出台《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全力开

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实施意见》，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 7 —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入实施“希望厨房”“希望操场”“希

望卫生间”等项目，上半年立项援建希望小学 20 所、配套厨房项

目 53 个、“希望操场”127 块，持续帮助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条件。

组建“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产业振兴”“电商助农”等青联实践服

务团，推动青联“希望小屋”建设，实施青年科学家进校园活动，

团结引领广大青年投身乡村振兴。 

助力疫情防控，投身抗震救灾。组织全省青少年向瑞丽等边

境州、县团委支援抗疫资金 330 余万元，招募上千名青年志愿者

投身边境疫情防控工作。支持支援大理漾濞灾后重建，为灾区群

众爱心义诊、送医送药、宣讲健康知识，并捐赠 81.46 万元的物

资，划拨 12 万元专项爱心善款。 

精准对接青少年发展需求，切实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建设

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深化“就业 10 万+”“创业 10 万+”项目，搭建

“千校万岗”就业平台服务青年就业，线上线下开展“千校万岗”大

学生就业双选会 3 场，提供就业岗位 1800 余个，帮助 1600 余名

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实施“百县千企万人”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

程，帮助每一个县至少培养一个具有一定流量和能力的电商人

才。依托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开展线上帮扶疏导和个案帮助，

组织开展“轻松备考”“自护教育”“守护健康益动起来”“12355 青

少年健康守护行动”等活动，帮助解决青少年成长中面临的心理

健康问题。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

发展成果，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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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团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直机关工委，团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 

发：各州（市）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省非公

经济组织团工委，驻京团工委，各厅局、企业、高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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