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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内刊字 022 号

宝鸡共青团
第 11 期

共青团宝鸡市委 2020 年 11 月 26 日

共青团宝鸡市委举行“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主题团日活动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力弘扬抗美

援朝精神和民族精神，加

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让团员青年在庄严肃

穆的仪式中接受“沉浸式”

精神洗礼，10月 26 日，由

共青团宝鸡市委主办、共

青团金台区委协办的“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主题团日活动

在宝鸡革命烈士纪念园举行。

市委副书记吴铁、团省委副书记贾琳参加活动并向烈士纪念雕塑

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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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宝鸡斗鸡中学学生何佳鑫以《致敬抗美援朝

争做时代新人》为题进行演讲，号召团员青年砥砺前行，拼搏奋斗，

以青春之我，奉献伟大祖国。“团市委青年讲师团”成员、卧龙寺中

学团委书记何慧兰为与会

人员讲授主题微团课，激

励青年时刻铭记抗美援朝

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

献，深刻理解抗美援朝精

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

值，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苦练本领，争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西街小学少先队员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团员代表带领大家重温入团誓词，用嘹亮的歌声与铮铮的誓言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活动结束后，与会领导与少先队员一同瞻仰宝鸡革命烈士纪念园，

并向烈士墓祭奠鲜花。参加活动的团员青年纷纷表示：要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

程中谱写壮丽的青春篇章。

市委副秘书长景行军；金台区委副书记朱小强，金台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张炜；团市委副书记胡永康，市少先队总辅导员李军参加活

动。活动由团市委书记高婷主持。全市团员青年代表、学生代表、少

先队员代表 15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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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团市委机关党支部开展“助力追赶超越 青年奋勇争
先”主题党日活动

为拓展团市委机关党员干部学习内容，提振加快“四城”建设的

信心与决心，进一步增强党员思想认识，助力追赶超越，11 月 2 日，

团市委机关党支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走进宝鸡市旅游服务中心学习参

观。

宝鸡市旅游服务中心承担着全市旅游服务体系建设、旅游产业监

测、旅游应急指挥、旅游咨

询服务、智慧旅游、投诉受

理、形象展示、惠民活动等

20 多项职能。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机关党员干部对服

务中心的旅游执法与服务

接待区、散客服务区、综合办公区、旅游大数据中心及旅游资源和成

果展示区进行了参观，深入了解宝鸡旅游的发展成果。

在旅游大数据中心，宝鸡市智慧旅游平台通过实时、适时采集各

项行业数据，实现对旅游目的地信息、涉旅企业信息、从业人员信息

等数据安全可靠的综合性管理及分析，为智慧旅游提供数据基础，并

运用大数据对游客数量、结构特征、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进行

收集分析，为旅游市场细分、精准营销旅游战略制定提供依据。高科

技的工作手段，深深地震撼了现场的每一名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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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仅全面了解

了宝鸡全域旅游现状，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有了一定认识，同时对

宝鸡未来的旅游事业充满信心。大家一致认为，做为团干部，要在今

后的工作学习中宣传好、运用好宝鸡旅游文化资源，为助力宝鸡新时

代追赶超越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

※ ※ ※

宝鸡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11 月 2日，宝鸡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

推进我市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青

年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吴铁参加并讲话。

吴铁指出，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国家规划的重要举措。全市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提高“七种能力”，

做好青年工作，用心用情用

力抓好规划实施，特别要围

绕“四城”建设和青年成长

成才需要，加强青年思想政

治引领，做好青年就业创业

服务保障，切实帮助解决青年实际困难。吴铁强调，要完善齐抓共管、

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对《规划》和联席会议确定的事项，及时跟踪

督促检查，通报进展情况，务必落地见效。要营造关心青年、支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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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

青年，为谱写宝鸡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凝聚青春力量。

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副召集人景行军就 2020

年为全市青年人办实事项目进度情况进行通报，并就 2021 为青年人办

实事项目谋划、规划体系建设、服务保障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团市

委书记、市青年工作联席会

议副召集人高婷传达了陕

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实施工作有关精神，并就我

市规划落实有关情况进行

说明。扶风县、市人社局、

市检察院分别围绕青年发展规划落实、青年创业就业和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工作交流发言。市检察院、团市委现场签署《宝鸡市构建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

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副召集人韩景钰主

持。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区委、高新区党工委分管

领导，各县区政府联系共青团工作领导参加会议。

※ ※ ※

团市委开展“传递冬日温情 关爱快递小哥”活动

为快递从业青年群体办实事，当好新时代青年的“贴心人”。11

月 10 日，共青团宝鸡市委、宝鸡市青年联合会联合宝鸡市邮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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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路桥宝鸡虢磻渭河大桥项目部开展“传递冬日温情 关爱快递小

哥”慰问活动，深入快递企业分拨中心及基层末端网点，向奋战在一

线的快递青年送去关爱和温暖。

市少先队总辅导员李军，市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白清岩，

中建路桥宝鸡虢磻渭河大桥项目部党支部书记于墨军一行先后来到德

邦宝钛路快递分部、顺丰速

运分拨中心等快递企业，与

快递小哥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行业团工委建设情况、企

业应对旺季生产的保障措

施、快递从业人员的生活和

工作等情况，为奋战在一线的“快递小哥”送去价值两万元的苹果 200

箱。“你是我们最想见的陌生人”“平安送快递，我们不着急”“因

为有你，世界很近”等爱心话语贴满整箱苹果，为这次慰问增添了不

少暖意。

慰问组表示，一线员工坚守岗位、不畏辛苦、昼夜奋战，为“双

11”快递业务旺季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保障。快递企业要在落实各项安

全措施的前提下，加强人文关怀，合理安排员工作息时间，确保从业

人员人身安全，实现旺季生产生活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同时勉励他们

加强学习、提高素质，要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用自己的辛勤劳

动，在快递行业发展这个大舞台上实现个人新的突破。要充分发挥行

业团工委作用，大力弘扬“小蜜蜂”精神，结合行业实际，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使团组织形成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强大合力，推动快

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此次活动让“快递小哥”真切体验到了团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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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小哥”纷纷表示，将把团组织的关怀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

中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更好地为我市市民传递物资、传递需要、

传递温情，始终保持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争当市民满意的城市

快递“小蜜蜂”，为宝鸡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 ※

中石油宝鸡销售分公司团委举办创新工作室启动仪
式暨“五新五小”创新成果展

11 月 5日，中石油宝鸡销售分公司团委举办创新工作室启动仪式

暨“五新五小”创新成果

展，中石油宝鸡销售分公

司领导、友好企业团委书

记、青年员工代表共计 50

余人参加，团市委副书记

胡永康参加活动并讲话。

胡永康强调，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青年员工是企业

创新创效的主力军，广大青年要不断提高创新意识，提升创新本领，

敢创新、会创新，努力成长为企业的优质人才，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

力作出贡献，为加快宝鸡“四城”建设，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贡献青

春力量。

“五新五小”创新活动是中石油宝鸡销售分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员

工开展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新方法和小革新、小发



- 8 -

明、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为主要内容的“五新五小”创新创效活

动。活动开展以来，涌现出了一批既有创意又实用的创新作品，其中，

马骏祥发明的简易杠杆起重车，有效解决了加油站排水渠井盖的搬运

难题，减轻了搬运工作人员的负重压力。

活动现场通过青年员工风采展示、创新作品表彰、创新成果交流，

充分展现出中石油青年员工立足岗位、积极创新创效的良好精神风貌。

青年员工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助力宝鸡经济社会发展。

※ ※ ※

团陈仓区委、团眉县县委:举办“致敬抗美援朝 争做时代新

人”特别主题团日活动。10 月 29 日，团陈仓区委、团眉县县委共同

开展“致敬抗美援朝，争做

时代新人”特别主题团日活

动。在扶眉战役革命烈士纪

念馆烈士纪念碑前，1000

名团员青年列队集合，齐唱

国歌，默哀缅怀，并向人民

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表达对先烈们深切的哀思和最崇高的敬意。活

动中，通过微团课、重温入团誓词、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让团员青

年深切感悟扶眉战役中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终身的英雄事迹，增强自身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为宝鸡“四

城”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的信心与决心。



- 9 -

团扶风县委：举办“书香有约 悦读青春”读书会。11 月 5日，

高层次人才和扶风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书香有约 悦读青春”读

书会活动举行。活动中，

高层次人才和西部计划志

愿者代表分别结合实际情

况和成长经历，分享交流

在扶风生活工作取得的收

获以及自身读书学习的感

悟，并通过诵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爱祖国》《生如夏花》等篇目，感受字里行间的温度，品读经典、

启迪智慧。此次“书香有约 悦读青春”读书会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的指示要求，全面促进高

层次人才与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相互交流、学习，实现学有所获、

共同提高。

团太白县委：召开太白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座谈会。10 月 21 日，

团太白县委召开西部计划

志愿者座谈会。会上，各

位志愿者结合个人的思

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情况进行深入交流，大家

纷纷表示西部计划锻炼了

自己，提高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今后将会以更加端正的态度做好

志愿服务工作。团县委对所有志愿者前一阶段工作进行点评，并对志

愿者提出学理论、学身边人、学本专业的三点要求。今年共有 9 名志

愿者在太白县服务，他们深入各镇、各相关部门进行服务，在做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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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大型志愿服务活动，真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书写了青春篇章。

中铁宝桥集团团委：举办 2020 年度团干部培训班。10 月 31

日，中铁宝桥集团团干部培训班在眉县中铁建二十局培训中心开班。

团市委副书记胡永康参加

开班仪式并与中铁宝桥集

团领导向培训班授予班旗。

本次培训班旨在全方位提

升集团基层团干部政治思

想、业务素质、综合能力。

培训分为红色教育、公文写作、阳光心态、阅读能力四项主题。团市

委副书记胡永康在开班仪式致辞中向中铁宝桥集团党政领导对企业共

青团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勉励全体学员以此次培训为新的起

点，努力学习、加强锻炼、提高才干，以坚定的信心、丰富的知识、

过硬的本领、扎实的作风，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时代重任，在中铁宝桥

新征程中创造新的青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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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团县（区）委开展活动情况信息报道截图：

“宝鸡团市委”新浪微博 “宝鸡青年”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