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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无锡市委办公室编                2016 年 10 月 31 日 

一、 无锡“青年之声”数据统计 

  县区平台建设考核情况 

排序 市(县)、区 
累计 

提问数 

累计 

回答数 
点赞数 专家数 

线下活动

信息报送 

本月问题

增长数 

1 江阴市 5134  3980 1057 132  2  2539 

2 滨湖区 4514  3980 770 124  11  2123 

3 新吴区 3984  2665 751 133  1  1480 

4 锡山区 3981  3440 764 153  8  1919 

5 宜兴市 3757  3928 5258 193  1  2351 

6 惠山区 2872  2631 1210 148  4  1430 

7 梁溪区 1686  1144 1044 114  2  651 

 

高校平台建设考核情况 

排序 高校 
累计 

提问数 

累计  

回答数 
点赞数 专家数 

线下活动

信息报送 

本月问题

增长数 

1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0737 8705  8914  4191 1  10737 

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349 227 2824 0 0 2349 

3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14 330 738 1 0 414 

4 无锡太湖学院 152 95 97 2385 0 152 

5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37 134 103 0 0 237 

6 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30 15 6 0 0 30 

**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10月 31日  

http://mm.sns.qnzs.youth.cn/statistics/index/orgid/64606/term/ans_num_all/order/0
http://mm.sns.qnzs.youth.cn/statistics/index/orgid/64606/term/ans_num_all/order/0
http://mm.sns.qnzs.youth.cn/statistics/index/orgid/64606/term/agree_num/order/0
http://mm.sns.qnzs.youth.cn/statistics/index/orgid/64606/term/experts_num/ord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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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研督查 

中青报、团省委调研组来锡调研“青年

之声”工作 近日，中国青年报编委、共青团

新闻中心主任黄勇，团省委副书记司勇，团

省委新媒体中心主任常晓岚，中国青年报江

苏记者站站长李润文等一行，来锡调研无锡

“青年之声”专项工作。调研组先后参观了

无锡广电团委“青年之声图书馆”、滨湖区

青少年服务中心等线下服务阵地，参加了

“青年之声•宝哥来了”无锡青年思享汇主题

活动，召开了无锡共青团新媒体工作座谈

会。 

 

【青年之声•图书馆】充分发挥广电青年

的专业特长，围绕青年的文化需求，结合线

上与线下，集中分享好书、开展文化沙龙。

这里既是青年的“在线图书馆”，由主持人、记者荐读，每周微信推送荐书音频

和美文朗诵；又是 “图书漂流站”，通过书籍漂流分享，增加线下青年的互动

来往；还是“真人图书馆”，用读书沙龙的形式，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 

 

【青年之声•宝哥来了】是无锡团市委立足“青年之声”引导青年思想这一职

能，联合江南大学“网红”教授唐忠宝共同打造的青年线上线下思想引导平台。

该平台借助新颖的观点、深度的剖析和风趣的语言，塑造一个新生代思想政治教

育导师——宝哥的形象，线上访谈、线下互动，引导青年进行正确的社会观察、

形成独立思考的思维模式，从而摆正价值观导向。 

 

【滨湖区青少年服务中心】作为首批“青

年之家”全国试点，滨湖团区委将其建设成

为“青年之声”线下服务的旗舰店。根据青

年的普遍性需求，共青团联动 8 家社会组

织设置了“美食美刻”青年 LOVE课堂、聚

爱成长课堂等八大类服务项目，通过项目

化运作的方式，促进活动和服务的常态化，

服务覆盖区域青少年近 6万人次。 

  在随后召开的新媒体工作座谈会上，

团市委宣传部汇报了市级层面推进“青年

之声”工作的整体情况，打造“工作网、

联系网、服务网”，让“青年之声”真正

统起来、用起来和活起来。江阴团市委探

索了“网格+网络+网红”新模式，实现

“青年之声”精准化服务和品牌化运营；

锡山团区委围绕“入口、服务、引导、运营”等方面，打造“有温度的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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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滨湖团区委依托青少年之家，用青年社

会组织的力量服务青年。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和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则分别介

绍了高校团组织和民营企业团组织在推广、使

用“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时的经验做法。

来自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志愿者分享了

自己在“青年之声”平台上接受青年咨询、主

动对接项目、提供专家服务的案例。 

   座谈会上，中青报黄勇主任表示，无锡共

青团运用“青年之声”的工作思维，对团的各

条线工作进行梳理，有效激发了现有工作的活

力，塑造起了“青年之声”的品牌，值得肯定

和推广。 

团省委副书记司勇也对无锡共青团“青年之声”工作表示了高度的肯定。

他说，无锡各级共青团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想得很明白，对该项工作有充分认

识，线上线下结合到位；推进工作很有办法，整合各类资源，精准定位纵深推

进；工作很有实效，能紧抓青年需求，开展各类有针对性、有效果的服务，打

响了“青年之声”工作品牌。下一阶段，要继续围绕“四个融合”的相关要

求，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积极上下联动，将“青年之声”工作推向深入。 

三、线下服务工作 

    ◇联系青年类 

团市委“青年之声·与你同行 

走支部连百心”人才专场走进滨湖

区人才服务中心  10月 21日下午，

在滨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会议

室，无锡团市委“1+100”团干部直

接联系青年活动滨湖青年人才专场拉开帷幕。团市委副书记马剑带领部分专职团

干部来到滨湖青年们的身边，聆听青年心声，共同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20余名

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才俊汇聚一堂，围绕人才问题华山论剑。 

围绕“滨湖人才专场”这个主题，本次活动还邀请了滨湖区人社局、科技局、

科协等单位负责人、滨湖区青商会企业家代表、江南大学在校学生代表等来到现

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青年详细介绍了滨湖区青年人才工作的相关政策和举措，

企业家分享了创业经历、企业用人需求等宝贵信息，在校学生提出了在就业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团干部们现场为青年答疑解惑，提供就业创业锦囊。活动为青年

人才和用人单位、职能部门搭建了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 

 

江阴团市委积极回应机关青年诉求，组建“青年之声•青团联队”追逐足球

梦想 金秋又至，江阴市“机关足球赛”开赛在即，工作在机关大楼的青年犯了

难：由于各部门青年数量较少，组队参赛困难。“我们想踢足球，我们也想参加



 

4 
 

足球比赛！”部分机关青年通过“青年之声”表达了内心的诉求。 

聆听到机关青年的呼声后，江阴团市委第一

时间采取了行动，联络机关青年共同制定并发起

了筹建“青团联”机关足球队的计划，将工作在

机关大楼的热爱足球的青年联合起来，共同组建

了一只富有“特色”的青年队伍。江阴青年企业

家协会友情提供装备赞助，江阴团市委及时联系

了青奥会女足冠军教练陆亿良、江阴知名足球教

练姜屹峰作为技术指导，力争短期内将队伍实力

快速提升。在大家的努力下，队伍逐渐有模有样

起来，在小组赛中连续战胜强敌，成功出线晋级

八强。“感谢共青团，让我们如愿以偿！”青年

们在“青年之声”平台上留言表达感谢。 

 

梁溪：用直播回应“青年之声”，以诚意

服务青年所需 无锡市梁溪区山北街道的团干部“主播”别出心裁，用直播 APP

开启“青年之声”直播间，吸引了不少青年前来观摩。 

团干部主播团队叫“山北青锋”，队长介绍：“青年之声”直播间会结合

当下共青团“青年之声”平台推广工作、“1+100”联系青年制度以及“两学一

做”团课学习的要求和内容，并结合青年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利用直播平台

对青年人进行思想引导，每次直播约三十分钟，采用青年们容易接受的话语体

系。同时，通过直播 App的视频缓存回放、线上直播互联互动、图文并行展示

等特点功能，做到了“一课多听”“一课随听”。 

 

◇创业就业类 

团市委“青年之声•创业就业联盟课堂进校园”系列活动首场走进江南大学 

10月是求职招聘旺季，为了帮助同学们更训练有素、更有效率地应对求职过程

中投简历、面试等必经环节，团市委开展了

“青年之声•创业就业联盟课堂进校园”系列活

动。首场活动走进江南大学，邀请到前程无忧

南京公司市场经理王娴老师，围绕简历制作、

面试辅导、职业生涯规划，给同学们做了专项

辅导，受到了热烈欢迎。 

 

宜兴团市委举办“青年之声•青税携手 共

创未来”主题活动 10月 14 日，由宜兴团市

委、宜兴地税局、宜兴市青商会主办的“青年

之声•青税携手 共创未来”市青商会走进地税主

题活动在宜兴地税局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进一

步增进市青商会会员企业和地税部门的交流，

帮助青年企业家深入了解当前热点税收政策，

强化依法纳税意识，不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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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来自江苏金辉集团有限公司、驰马拉链（无锡）有限公司等企业

的 30多名青年企业家参观了地税文化展示中心和办税服务大厅，对宜兴地税文

化和办税服务流程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更深刻的了解。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市

地税部门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营改增”、“金税三期”等热点税收政策，以

及企业财务信用平台情况。交流中，青年企业家们提出各自企业经营管理中遇

到的涉税问题，市地税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和辅导。 

 

◇成长成才类 
“青年之声”益起来 定格光影瞬间 --锡山团区委开展 2016 年锡山区青春

公益影院免费观影活动 10 月 15 日上午，一百

组“80 后”父母“00 后”娃组成的家庭齐聚荟

聚购物中心金逸影城，参加由锡山团区委、无锡

广电团委、金逸 IMAX影城无锡荟聚店主办的“青

年之声”益起来 定格光影瞬间锡山区青春公益

影院免费观影活动。活动开始前半个月，锡山团

区委就通过微信、微博、广播频率等媒体手段释

放 6000 余个名额招募家庭免费观看影片《新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全市掀起了一阵“青年

之声”亲子观影热潮，通过这次免费观影周拉近

平时繁忙的父母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亲子

间的互动。 

 
滨湖区青少年服务中心举办“青年之

声·少儿思维大挑战”活动 10月 7 日下午，滨湖区青少年服务中心举办了

“青年之声·少儿思维大挑战”活动。滨湖区青少年服务中心团委委员、儿童

思维训练专家邢锡安老师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十多位孩子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

“思维挑战”活动课。孩子在开心激动的气氛中，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思

维能力。许多家长在“青年之声”平台上对活动点赞，并希望共青团多举办类

似活动。 

 

    新吴区举办“青年之声”第四届青少年自护情景剧大赛 针对学生家长提出

帮助在校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需求，新吴团区委、文明办、教育文体局、司

法局、少工委联合于 10月 18日举办区第四届青少年自护情景剧。  

经过初赛选拔，全区中小学 9支队伍闯入决赛。节目贴近生活、贴近校

园、贴近学生，立足教育性、趣味性、知识性和实用性，围绕近年来中小学生

在校园伤害、心理健康、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预防网瘾、远离毒品、防灾避

险、治安防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选题。通过情景再现，启迪思维，宣传安

全防范、自护自救办法和措施，切实提高我区中小学生预防伤害和应急避险能

力。来自新安实验小学的《西游囧途》荣获比赛特等奖。 

 

◇志愿服务类 
    锡山区东亭街道团工委开展“青年之声”重阳志愿服务活动 10月 9日正

逢重阳节，东亭街道团工委组织辖区内各行业的青年志愿者来到社区，为老人

送上节日祝福。在竹苑新村，志愿者走进空巢老人的家里，为老人们进行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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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量血压、测心率等细致的体检。在庄桥社区活动室，志愿者精心为老人准

备了 100份重阳糕。老人边排着队边和志愿者乐呵呵聊天，接受来自东亭青年

的祝福。重阳节志愿服务活动是“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的体现，也是

东亭街道团工委继“青年之声·青春邻距离之

童梦起航”后以“青年之声·最美夕阳红”为

主题的又一品牌系列活动。街道青年志愿者将

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以传播尊老敬老爱老

的正能量为己任，引导广大青年关爱老人、关

心长辈，将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举办“军训服

去哪儿”军训服装捐赠活动 不少学生在“青年

之声”平台上反映军训的服装用过一次后就不

再需要，扔掉又太可惜，咨询是否可以有更好

的处理办法。了解到学生需求和疑问后，无锡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围绕大一新生军训服装

再利用的问题，推出“青年之声·军训服去哪

儿”军训服装捐赠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收集二手军训服，组织志愿者将衣物捐

赠给中华慈善会、无锡公益组织欢乐义工、校内环卫服务人员等，使服装物尽

其用。 

 

◇婚恋交友类 

惠山团区委举办“青年之声•缘来是你”青年联谊活动 10 月 22 日，“陌上

花开 缘在惠山”--“青年之声•缘来是你”惠山区青年联谊活动在田园东方大礼

堂成功举办。活动信息在“惠山新青年”微信公众号发布以来，得到青年们的热

烈响应。 

来自惠山区各单位的 80 名单身青年通过游戏环节进行深入交流。通过“爱

的传递”、“萝卜蹲冲关赛”、“爱情圈套圈出你的爱”等游戏环节，青年在互

动游戏中主动交流沟通，展现风采。“农行大富翁”、“趾压板撕名牌”则将现

场氛围推向了高潮。组织健康向上的青年联谊活动是共青团以线下活动解决青年

线上反映的情感诉求的重要方式。活动既促进了惠山青年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帮

助让广大单身青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身心、结交朋友、寻觅知音，广受好

评。 

 

 

 

报送：团省委办公室 

（共印 1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