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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近日，保俶塔实验学校收到来自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的回信。夏书记高度肯定了学

校开展的服务G20系列活动，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为办好G20峰会一起同行前进！

今年，保俶塔实验学校积极响应西湖区委、区政府的号召，不仅参加了区关工委、区教育

局关工委组织的“文明礼仪我知道”、“争当优礼少年”等各项活动，还组织青年党员、团员教师

和学生一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西湖区教育局关工委）

夏宝龙书记回信点赞杭州初中生服务夏宝龙书记回信点赞杭州初中生服务GG2020

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
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

44月月 66日至日至 88日日，，杭州市关工杭州市关工

委在临安市委党校举办全市关心委在临安市委党校举办全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理论培训班下一代工作理论培训班，，来自全来自全

市市 1313个区县市和市直属单位的个区县市和市直属单位的

关工委领导关工委领导、、部分部分““五老五老””骨干骨干、、基基

层关工委的代表层关工委的代表 150150余人参加了余人参加了

培训培训。。

培训期间培训期间，，杭州市关工委名杭州市关工委名

誉主任沈者寿作了习近平总书记誉主任沈者寿作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的辅导报告神的辅导报告。。并提出要将指示并提出要将指示

精神与关工委的工作实际相结精神与关工委的工作实际相结

合合，，把工作总结与工作部署相结把工作总结与工作部署相结

合合，，把理论学习与研讨相结合把理论学习与研讨相结合。。

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问题导向，，突出创新发展突出创新发展，，突突

出工作举措出工作举措，，充分体现出关工委充分体现出关工委

工作理念工作理念、、思路思路、、方法和机制的创方法和机制的创

新新。。沈者寿带病为大家辅导沈者寿带病为大家辅导，，受受

到了全体学员的敬佩到了全体学员的敬佩。。

曾东元常务副主任作了曾东元常务副主任作了《《抓抓

好落实好落实、、创新品牌创新品牌，，推动我市关心推动我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新发展下一代工作新发展》》的报告的报告。。重重

点部署了点部署了 20162016年杭州市关工委年杭州市关工委

的十项重点工作的十项重点工作：：一是深入学习一是深入学习、、

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二是深二是深

化主题教育活动化主题教育活动；；三是继续进行三是继续进行

““帮困助学帮困助学””活动活动；；四是加强青少四是加强青少

年法制宣传教育年法制宣传教育，，做好关爱帮教做好关爱帮教

工作工作；；五是切实强化五是切实强化““五老五老””队伍队伍

建设建设；；六是深入基层关工委组织六是深入基层关工委组织

建设建设；；七是坚持做好留守儿童关七是坚持做好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爱保护工作；；八是认真推进基金八是认真推进基金

会规范化建设会规范化建设；；九是大力加强关九是大力加强关

心下一代宣传工作心下一代宣传工作；；十是创新创十是创新创

建工作品牌建工作品牌。。

曾主任强调曾主任强调，，目前关工委面目前关工委面

临的工作事多面广临的工作事多面广，，时间紧时间紧，，任任

务重务重，，要积级争取要积级争取（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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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杭州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曾东元、副主任顾树森前往余杭区考察“未

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创建试点工作。

余杭区关工委联合区综治办、区文明办、团

区委，首批选定了 6个社区（村）开展创建

试点工作。

曾东元、顾树森一行先后对试点之一

的河南埭社区内的“新心家园”心理辅导

室，以及试点创建的各项筹备工作、办公设

施等进行了考察。曾东元提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的服务还需覆盖流动人口，制定切实

有效的考核办法、评价标准和奖励机制。顾树森表示：余杭要积极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发挥“五

老”队伍作用，力争2017年底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覆盖全区，成为品牌项目，向全市推广。

（余杭区关工委）

市关工委赴余杭考察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工作

3月 31日，下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关工委主

任林炳达到区关工委进行工作调研。区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张汝民、朱建芬、副局长陈向锋等参加了调

研，并作了相关情况介绍和工作汇报。

林炳达对下城关工委一年来工作成绩和“五老”

的奉献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四点意见和要

求：一是要做好本职工作，做好G20服务保障；二是

在学习、宣传、服务上下功夫；三是要加强对五老同

志新思潮的引领；四是要搭建好平台，力争下城关心

下一代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下城区关工委 薛志中）

下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林炳达专题调研区关工委工作

（接上一版《市关工委举办工作理论培训班，推进

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发展》）所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所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和支持和支持，，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抓住工作重点抓住工作重点，，有有

的放矢地开展工作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要主动强化和其他各部门之要主动强化和其他各部门之

间的联系和合作间的联系和合作，，为为““十三五十三五””开局之年作出我们开局之年作出我们

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市委党校教授作了十八届五中全市委党校教授作了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解读会精神解读；；市文明办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团市团市

委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当前在校学委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当前在校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生思想品德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设、、全市共青团工作开展情况全市共青团工作开展情况。。市关工市关工

委名誉主任吴键委名誉主任吴键、、于辉达于辉达，，市关工委副市关工委副

主任孙长和主任孙长和、、顾树森顾树森，，市关工委专职副市关工委专职副

主任郑柯荆等参加了培训主任郑柯荆等参加了培训。。

此外此外，，富阳区关工委富阳区关工委““五老五老””讲师团讲师团

把他们编印的宣讲资料发给大家把他们编印的宣讲资料发给大家，，供学供学

习参考习参考；；桐庐县关工委科技服务团把精桐庐县关工委科技服务团把精

心挑选的蔬菜花卉种子发给大家心挑选的蔬菜花卉种子发给大家。。

培训班学员普遍反映本次培训班培训班学员普遍反映本次培训班

取得了很大收获取得了很大收获，，对实际工作有很强的对实际工作有很强的

前瞻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又富有创又富有创

新思维新思维，，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拓拓

宽了视野宽了视野，，明确了工作思路和方向明确了工作思路和方向，，加强了与兄弟加强了与兄弟

单位的交流单位的交流，，工作能力和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工作能力和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

升升。。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

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武装头脑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武装头脑，，结合本地工作结合本地工作

实际和特点实际和特点，，抓好工作落实抓好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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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萧山区关工委在云石

召开“五老”三团成员集中学习

会议。会议由区关工委专职副

主任王新良主持，区关工委主

任王中恩参加了会议。这次集

中学习活动主要由楼飞华同志

为大家讲授《PPT 制作入门教

程》和《微信公众平台的操作》。

为加强“五老”队伍建设，

适应新形势提高工作能力，更

好地发挥“五老”作用，从 2016
年开始，萧山区关工委建立了

“五老”学习制度，将按规定每

季度组织一次集中学习。

（萧山区关工委）

近日，拱墅区关工委对基层开展

了系列调研工作。赵树华、俞杭明等

先后赴区教育局、文广新局、运河博

物馆、图书馆，以及湖墅、和睦和祥符

街道关工委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并

于 3月 23日召开四团“五老”工作会

议，调研、部署、落实 2016年讲师团、

调研团、关爱团、指导团工作。

在调研过程中，赵树华强调：要

在党委的领导下，扎实开展关心下一

代工作，以党建带关建。希望基层关

工委继续夯实基础，抓好队伍和阵地

建设，营造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良好氛

围，让更多的爱心人士投入到这一事

业中来。 （拱墅区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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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富阳区内大规模地开展了“五

老”、学生祭扫革命烈士墓活动。“五老”们分头

行动，在烈士墓前宣讲革命烈士事迹，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

富阳区关工委讲师团团长、万市镇关工委

副主任王韶国，常安镇关工委潘英松老模范等

“五老”同志表现尤为突出。万市镇小、南新辅

导小学、南安小学、常安镇中心小学、礼源小学

等学校参加了活动。 （富阳区关工委）

富阳“五老”带领学生扫墓祭革命英烈

3月11日，上城区在吴山广场启动“争当啄木

鸟 亮出大拇指”行动。杭州市文明办副主任康

志友，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巡视员熊群

峰，市教育局成教处处长吴作为等同志出席了启

动仪式。杭州各高校、上城区中小学、街道社区、

社会人士等众多志愿者代表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争当啄木鸟 亮出大拇指”行动由上城区

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教育局主办，团区委、区

社区学院承办，旨在呼吁各界通过寻找街头巷尾

错误、污损的中英文标牌，及时整改，和对文明行

动的微笑点赞，将杭州文明友善的城市风貌呈现

给全世界。 （上城区关工委）

上城区启动“争当啄木鸟 亮出大拇指”行动



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2016年第3期（总第260期） · 第四版 ·

建德市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明确了

2016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余杭区关工委召开G20峰会平安志愿者工

作布置会议。

西湖区召开纪念关工委成立25周年暨表彰

大会，表彰了 15名为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五老”先进个人。

西湖区蒋村花园社区举办“手绘母亲河 共

护西溪水”活动，提高家长和小朋友的环保

意识。

上城区近江东园社区宣传清明节文明祭

扫，让清明更“清”。

富阳关工委部署在全区青少年中开展“学习两

史·践行三爱·喜迎G20峰会”主题教育活动。

下城“五老”薛志中新书《武林廉韵》发布，

助力G20峰会话廉话家风家训。

拱墅区“五老”银色人才团队授牌暨“我为

G20添光彩”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萧山区关工委赴贺知章学校指导工作，表

示学校要发扬传统做大品牌。

（市关工委办公室综合报道）

3 月 17 日，滨江区关工委

召开座谈会，区关工委、团区

委、区人民检察院、区教育局的

领导们出席了座谈会，部分街

道社区关工委也派代表参与了

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单位关心下

一代工作特色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了全区2016年关心下一代

工作主要安排，指出：2016年全

区关心下一代工作要坚持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理念为引领，紧紧围绕服务保

障 G20 峰会和助推高新区“三

次创业”，充分发挥“五老”同志

特殊作用，扎实开展各项工

作。

（滨江区关工委）

服务G20、助推三次创业，滨江关工委召开工作座谈会



































  简讯速递简讯速递简讯速递

3月17日，西湖区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郑惠明一行 5人来到

淳安县威坪镇，双方就关爱淳

安留守儿童，设立“亲情电话”

结对共建活动召开对接会议。

会上，西湖区关工委专职副主

任赵爱红就活动的总体设想作

了讲解，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

建议，表示将根据讨论进一步

完善活动方案，把这项工作做

细做实。

自 2013年始，淳安和西湖

关工委先后开展了两地儿童手

拉手结对活动和助学圆梦结对

活动。淳安县 300名留守儿童

与西湖区儿童结对同游杭城，

113名留守儿童得到共 31万元

的资助。 （淳安县关工委）

淳安、西湖关工委共商关爱留守儿童结对共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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