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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

“与信仰对话——— ‘科学发展新成就爷
千场校园报告会冶 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 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胡锦涛

总书记在纪念建团 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青年学

生全面了解我国科学发展的新成就, 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高校组织开展 “与

信仰对话——— ‘科学发展新成就爷 千场校园报告会冶 活动。 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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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主题

看科学发展, 与信仰对话

二、 总体部署

活动分为十八大之前、 之后两个阶段开展。

(一) 十八大之前, 全国各高校结合暑期 “三下乡冶 社会实

践活动, 组织优秀学生与同学们分享在实践中了解到的各地推

动、 实现科学发展的具体成就和生动案例, 展望国家发展的美好

前景, 激发学生成才报国的热情, 以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状态迎

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二) 十八大之后, 邀请团中央和省级团委负责同志、 地方

党政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进校园, 全面深入地宣讲党的十八大精

神, 深入浅出地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重点宣讲科学

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丰富内涵, 讲述各地推动、 实现科

学发展的典型案例, 引导青年学生真心实意地紧跟党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全国共举办 1000 场重点报告会。

三、 具体安排

(一) 大学生 “科学发展新成就冶 报告会

1. 时间: 2012 年 9 月初至 10 月初

2. 主题: 实践归来话成就, 青春喜迎十八大

3. 内容: 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同学分享社会实践经历和体

会, 汇报实践成果, 展示实践中了解到的各地推动科学发展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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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案例, 阐述当代青年的使命和责任。

4. 形式: 以校级报告分享会为主, 配合举办社会实践总结

表彰、 国情图片展览、 优秀微视频展播等活动。

5. 场次: 每所高校的每一个院系至少举办一场学生报告会,

每所高校至少举办一场校级报告会; 团中央根据情况组建全国报

告团; 全国最终遴选确定 500 场优秀报告会。

(二) 团组织负责人 “科学发展新成就冶 报告会

1. 时间: 2012 年 10 月至 11 月

2. 主题: 信仰指引人生路, 青春共话十八大

3. 内容: 针对学生中较为普遍的思想、 理论和人生困惑,

组织省级团委负责人到高校校园内为学生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

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认识为学生释疑解惑, 帮助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

4. 形式: 主要采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报告会形式, 并以

回答问题的方式与学生现场互动交流,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网

络直播平台采用主、 分会场方式。 每场报告会参与学生不少于

200 人。

5. 场次: 各省级团委书记至少到本地一所高校作一场理论

报告, 省级团委分管学校工作的副书记至少到本地两所高校各作

一场理论报告。 全国共举办 100 场重点报告会。

(三) 党政领导 “科学发展新成就冶 报告会

1. 时间: 2012 年 10 月至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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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题: 正确看国情, 解读十八大

3. 内容: 重点针对学生中对国情、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模糊认识,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推动实现科学发展

的具体案例, 邀请地方党政领导到高校校园内为学生宣讲党的十

八大精神,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情, 廓清模糊认识, 坚定理想

信念。

4. 形式: 主要采用形势报告会形式, 并以适当方式与学生

现场互动交流,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直播。 每场报告

会参与学生不少于 200 人。

5. 场次: 每个省级团委至少邀请 2 位党政领导到 2 所高校

作 2 场形势报告。 全国举办 100 场重点报告会。

(四) 专家学者 “科学发展新成就冶 报告会

1. 时间: 2012 年 10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2. 主题: 解读十八大精神, 青春与祖国同行

3. 内容: 邀请专家学者到高校校园内为学生解读党的十八

大精神, 重点解读科学发展观, 并结合学生广泛关注的理论和社

会热点问题, 进行深入分析, 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社会观察, 激

发学生成才报国的热情和责任感。

4. 形式: 主要采用专题报告会的形式, 并以回答问题的方

式与学生现场互动交流,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

播; 每场报告会参与学生不少于 200 人。

5. 场次: 每所高校至少邀请 1 名专家学者进校园举办 1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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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 各省级团委至少组织专家学者进校园举办 3 场省级重点

报告会; 团中央将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进校园举办 10 场重点报告

会。 全国最终遴选确定 300 场优秀专家报告会。

四、 有关要求

(一) 认真组织。 各地、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次报告会活动,

把它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

重点工作。 要在前期深入了解当前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 把握青

年学生存在的理论困惑点, 了解学生对社会现象存在的具有普遍

性的模糊认识和看法, 把问题摸准、 摸深、 摸透, 突出报告会的

针对性。 要适应青年学生的思想逻辑和表达方式, 以青年学生能

够接受的学术逻辑、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和比较逻辑进行表达,

注重与青年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努力使报告会更加生动活泼,

受到青年学生的真心欢迎。

(二) 注重传播。 要把扩大传播范围、 提升传播效果作为组

织开展本次报告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和评价指标, 广泛动员普通学

生参与, 使报告会深入到普通学生中, 切忌仅限于学生干部层

面。 要充分发挥校报、 校广播台、 校园电视台、 校园网等各种校

园媒体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让更多学生分享报告会的内容, 受到

积极的正面引导。 要利用高校团组织微博体系和其他微博平台、

社交网站、 校园手机报、 团属网络媒体以及社会主流网络媒体对

报告会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报道和传播。 要通过各种电视、 广

播、 报刊等传统媒体, 对重点报告会进行报道, 营造良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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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氛围。

(三) 及时总结。 各地、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各个阶段报告会

活动的总结工作, 及时汇总本校、 本地举办的报告会的时间、 地

点、 主讲人、 参与学生数、 报告主要内容等基本信息和活动开展

的好做法、 好成效。 各地、 各高校要对优秀报告会的内容进行汇

编, 作为各级团组织实施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冶 的辅

助教材, 团中央将组织精选汇编供各地分享、 参考。 各省级团委

可根据本地活动开展情况, 向团中央推荐全国级重点报告会, 团

中央将组织中央级媒体进行深度宣传报道。

报告会的组织开展情况将作为省级团委 2012 年年度工作考

核的指标之一, 请各省级团委学校部每月 30 日前将本地活动开

展基本信息和情况报送团中央学校部。

联 系 人: 鲁学博摇 钟亚楠

联系电话: 010—85212280

传摇 摇 真: 010—85212336

电子邮箱: daxuechu@ sina. com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2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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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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8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