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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团富阳区委构筑志愿者“最美”风景

▲团下城区委发挥共青团杠杆“小”作用撬动社会治理“大”作为

突出“三大意识” 　 弘扬志愿精神

团富阳区委构筑志愿者“最美”风景

２０１８ 年，团富阳区委围绕“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理念，积极优化各级资源、创新项目设立、深化质量培育，形成了

“各级联动，项目优化，全民参与”的志愿服务格局。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底，全区注册志愿者 １４ 万余人，注册志愿服务组织 ５６ 家、登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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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队 ３２５ 支，累计服务时数 ３００ ４５ 万余小时，志愿服务进一

步向社会化迈进。

一、突出联动意识，优化资源配置

团区委积极探索部门联动、上下联动、社会联动方式，整合资

源，形成合力，实现志愿服务工作联动发展。 一是加强部门联动，

完善制度设计。 出台《富阳区志愿服务条例》等管理制度，以制度

保障志愿工作可持续发展。 充分利用组织部门资源，将“志愿汇”

时数积分转化为党员先锋分，实现优势互补。 二是突出上下联动，

拓展服务网络。 发挥各乡镇街道志工委成员及机关、学校、企业服

务队作用，壮大基层志愿服务组织网络。 围绕党政中心工作，乡村

振兴、城市文明、垃圾分类等重点工作开展志愿服务。 三是推进社

会联动，提升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志愿者协会和志愿者工作指导

中心两大沟通枢纽的作用，组织召开公益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心市民等代表列席会议，实行“一个问

题，民主协商，集体决定”的决策机制。

二、突出服务意识，彰显志愿精神

秉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的服务理念，引导全区

志愿者奋力实干，以过硬的服务品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一是坚

持常态化，志愿服务向基层延伸。 开展“百场流动少年宫”公益活

动，定期前往全区乡镇街道开展各类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 推进

—２—



“圆梦”系列主题活动，为贫困山区孩子圆求学梦。 培育社区问题

青少年社会化帮教公益项目，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已成功转化涉罪未成

年人 １８ 名、问题青少年 ９ 名。 二是把握精准度，志愿服务向纵深

迈进。 针对不同人群需求，提供精准化服务。 针对独居老人、敬老

院老人，分别实行“银龄行动”和项目组团服务；针对外来务工人

员，开展“志愿服务直通车”活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通过

“圆梦微心愿”等项目和“亲青筹”平台，筹集社会资金解决困难；

针对残疾人特殊群体，开展“同在蓝天下”等项目，提供专业化的

帮扶服务。 三是突出大局观，志愿服务为中心助力。 围绕区委区

政府中心工作，组织“千名大中学生进农村”暑期实践活动，助力

乡村振兴。 围绕文明城市建设，发起“文明志愿＠ 我·美丽行动

齐参与”活动，累计参与志愿者 ３８８０ 人，服务时数 ６５００ 余小时。

抽调骨干志愿者 １０００ 人组建“环境提升攻坚志愿服务队”，累计

开展活动 ４００ 余次，服务时数 ８０００ 余小时。

三、突出培育意识，提升服务能力

立足“能力提升、突破难点”目标，加强志愿者能力培训，为全

区志愿服务事业社会化长效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打造多样化教育

培训体系，弘扬志愿服务正能量。 开设“公益之声”论坛，参与骨

干志愿者 ８０ 余人。 举办骨干志愿者实务提高班，累计参与志愿者

超过 １０００ 人。 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 　 提升爱心正能量”思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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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弘扬志愿服务正能量。 二是构建专业化民间公益体系，培

育志愿服务中坚力量。 引导培育便民利民、环保公益等方面公益

组织，截至目前有综合类公益组织 ３ 家，专业明确的公益组织 １８

家，备案志愿服务组织 ３２ 家，是我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 三是

推进项目化公益孵化体系，打造志愿服务合作平台。 发挥志愿者

之家项目孵化职能，目前正在孵化的项目 ４ 个。 利用公益项目对

接会强化项目支持，四届项目对接会累计对接各类公益项目 ２７

个，筹得爱心资金 ５３ ４ 万元，构建起稳定的公益融资体系。

团下城区委发挥共青团杠杆“小”作用

撬动社会治理“大”作为

共青团改革启动以来，团下城区委立足建设“青年身边的共

青团”改革总目标，从“汇聚小伙伴、串联小目标、接力小爱心”入

手，发挥共青团“杠杆作用”，以“改革”为支点，精准对接党政所

期、发展所需、青年所盼，不断提升工作满意度和青年获得感，着力

撬动社会治理“大”作为。

一、汇聚“小”伙伴，集聚“大”联盟

一是强基固本，做实“核心圈”。 稳步推进中学共青团改革，

“十步法”规范入团程序，提升团员素质。 创新开展青春风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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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诗会、青春致敬十九大短视频等活动，激发青年活力。 定期推

出“为青年干部系上廉洁扣”主题“青廉”课堂、青年廉洁主题辩论

赛等，务实团干作风。 二是织密网络，做大“朋友圈”。 在全省率

先成立电竞数娱小镇青年工作委员会，发起成立天水地区青年共

建共享委员会，着力延伸工作触手，服务更多青年。 积极扩大团组

织覆盖面，在云集、银泰、绿色浙江等企业、社会组织组建“两新”

团组织 ４５２ 家，全区 ２６ 个楼宇社区实现团组织全覆盖。 发挥市青

联、市青企协、区青联作用，举办“青春无边·数字无界” “香港青

年走进下城”等活动，密切委员和青年的联系沟通。 三是内外兼

修，做强“呼拉圈”。 外包青年“８ 小时之外”，推出“青春下城”ＵＰ

版－青年网络互动平台，开发电子团员证、青年社区、青春汇等模

块。 聘请青年“观察员”，通过线上建言献策、线下成立青年议事

厅，让青年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内置青年“根

据地”，在电竞数娱小镇创新推出“青·见”青年社区，提供见青

春、见成长、见初心、见公益等四个系列服务，涵盖阅读沙龙、交友

联谊、志愿服务等内容。

二、串联“小”目标，搭建“大”舞台

一是开好“便利店”，调高“创业灵敏度”。 建平台。 在全区各

园区、小镇规范建设“青年人才驿站”，制作下城创客地图，举办路

演、座谈会等，整合创客资源。 找资金。 会同杭州银行团委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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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星 ｃｌｕｂ”项目，组建“创星 ｃｌｕｂ”服务队，提供包括杭银投融、创

星课堂、驿站帮扶在内的金融服务。 育项目。 借力众创空间，引进

中日动漫大师工作室、先文基金创投课堂等人才培育优质项目。

二是开好“功能店”，跑出“幸福加速度”。 推进婚恋交友，２０１８ 年

联合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栏目组，共组织开展“亲青恋”活动

１１ 场，服 务 １１００ 人 次。 助 力 东 西 协 作，率 先 试 水 跨 省 “ 亲 青

筹”———“浙杭青年爱心救助湖北恩施患瘤少女”，帮助恩施地区

一名大学生众筹医药费 ５ 万元。 关爱留守儿童，举办“银天书院”

“小候鸟”暑期班等，２０１８ 年共开展 １６ 场公益夏令营，服务 ６８８ 人

次。 三是开好“直营店”，提升“青春参与度”。 共唱“一个调”，开

展“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拓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

对面”活动，激发青年挤出时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共拧“一股

绳”，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帮教体系，整合未保委、“预青”专项

组、青少年维权岗和社会专业力量，做好青少年防艾禁毒、反电诈

等宣传教育。 共下“一盘棋”，发挥“社会调节器”作用，缓解、弥补

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制度摩擦和空白，探索建立“青少年服务

阵地－青少年社会组织－功能提升和项目植入－承接购买服务”工

作模式。

三、接力“小”爱心，玩转“大”智慧

一是志愿大脑创新驱动，力促全程匹配。 创设下城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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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点”网络对接平台，形成“群众点单、社区收单、平台发单、组织

抢单”便捷服务模式，辖区内 ４５２ 个志愿服务队为百姓按需提供医

疗、法律、便民等专业化特色服务。 二是志愿生态信用互联，力推

全民激励。 出台《下城区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措施的实施意见》，在

新华路打造全国首条全民志愿服务伙伴街，沿街餐馆、美发、药店、

眼镜店等 ５０ 余家商户、单位成为“伙伴联盟”，于每月 １５ 日“群团

服务日”开展特色服务，激发志愿活力。 三是志愿路径跨界融合，

力求全域共治。 发挥“武林大妈”“河小二”等品牌效应，利用微信

群、ＡＰＰ 形成线上交流互动平台，深入推进平安巡防、垃圾分类、

五水共治等志愿服务。 发挥武林广场、西湖文化广场志愿服务微

笑亭作用，与高校志愿者团队合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

宣传城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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