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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析鎮美心下一代工作委員会 2019年工作意見
2019年 ,全 鎮美′
む下 一代 工作的恙体思路足 :堅 持 以爾
近平新時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又思想 力指早 ,逃 一歩深入学可
党的十九 大精神 ,次 真貫物落実中央利省市美工 委有美指示
わ要求 ,墾 数大力 弘物 張家港精神 ,自 党服券大局 ,服 券青
む (所 、堵 )を 1建 活劫
少年 ,釈 扱投身新時代文明実践中′
在実践奄1新 中求突破 、促提升 ,不 断升奄1仝 鎮美工委工作新
,

局面,以 出色的立墳向建 国 70周 年献ネL.
‐ r― 、突出主題教育 ,牙 展多彩活動
1.実 出主通教 育主 銭 :根 据中国美工委美子要墾象深化

借承笙色基 因,争 倣 時代新人"主 趣教育 活功的要求,2019
年要墾象深化 侍 笙色基 因,共 活新時代 ,放 弐青春夢"主
趣教育活功 ,格 速 一主題教育活功々IiF̲几 年升晨 的 学党史、
学国史 、折党鶯 、撮 党走″ III 学史立志、崇徳 向善"結 合
L
学 法守法 、崇徳 立徳 ,倣 美徳好少年 7和 八 ネ
四供"等 結合起来 ,同 時,要 以人視建国 70周 年力契机 ,大

起来 ,与

力宣佑建国 70年 末 ,特 力1是 改革升放以来 ,党 わ国家友 生的
所史性 巨交 ,取 得的所史性咸就 ,大 力宣告我市 、我鎮在張
家港精 神的指 31下 取得的巨大成就 。
2.キ 富常嫁

育 活功 .要 根据青少年不同年 蛉 段 的特点っ
鍾鉄青少年 主 功参与新 時代文明実践中Jむ (所 、堵 )建 浚有
実践活 功;参 加 由中国美工委挙外的 中学魂"主 趣教育浪
牟活劫,要 以寒暑4Fx和 双体 曰力重点,制 定好畿 1,鍾 鉄好
実施 。寒仮期 回fll用 春市 、元宵市等告筑市 日,升 展 微 外的
冬 口"未 成 年人寒仮系711活 劫。暑侵期同,要 オ1用 建党 日、

建写市等重要帯 口,升 晨

七彩的夏 口"未 成年人暑期系夕1

活功,平 叶要注重lll用 市大 日和究念 口,第 合本地生色資源
弘揚仇秀借 坑文化 ,升 晨革命借筑教育利愛 国主え教育 ,千
,

方百汁 31早 青少年八身逍小事倣起 ,在 学校倣企 好学生,在
家倣今好核子 ,在 社会倣今好公 民。 以実眸行 効銭行愛国 、
敬 立 、減信 、友善的公 民基本道徳規疱。
・ 3.Cll新 教育特 色品牌 。不断増 張校 外教育輔尋靖育人功
能。各校外教育 4

i早 堵 既要有常規活劫

,也 要有特色活動

,

逐漸形 成精 品,不 断打造 我鎮校外教育4 i早 靖訊 雨毛片。不
断放大鹿 苑社 区的 伐 氏家サ￨"、 青九社 区的 青苗快示菅"
等 品牌数立 。各社 区美 二委要逃 一歩増 強精 品意沢 ,制 資培
1得 哺的 品牌 ,同 時
育汁支1,村 立在塘析鎮 乃至張家港更多口
四点半学校"建 浚 ,劫 貝更多 五老"参 考 四
点半学校"活 功 ,努 力把 四点半学校"真 正建成家長的放

要主劫参考

̀む

緊堵 、政府 恵民挙措 的亮点。
二 、注重創建活劫 ,共 建成K琢 境

. :

1.tll建 示疱枝 夕
滞 子 錯。要接熙市美二委第二批示苑校

外教育4

i早 靖

六有六好"剣 建林准 ,仝 面奄1建 示苑校外教

育4‐i早 堵。逍 一歩健 仝 4

i早 靖管理班子

,蕉 定4

i早 員駄伍 ,

落実各項亦堵制度 。要充分友拝 屯子岡覧室的作用 ,井 指早
学生用好 屯脳 ,推 逃校外教育7 i早 堵逃 一歩 上水子 、唸1特 色 。
校外教育4 i尋 堵仝 年 活功不少千 40次 ,寒 暑仮 活功不少子
30次 ,升 晨 活功等各項 埜 費不少千 1万 元 。
希教 勁 学"工 作 .対 重点青少年 墾象升晨 結
対希教 ,31領 人生"活 功,落 共希教織化措施 。要与村 (社
2.依好

区 )わ 有美部 11配 合 ,深 入調査 ,模 清情況 ,掌 握

五 失"

(失 足 、失未、失管 、失学 、失立 )重 点青少年基本情汎

,

建好楷案 。要会 同司法 、宗治及 工青如等部 11,建 立 五老"
志尽者工作靖 ,落 共 五老"志 尽者寺人銀踪却教 輪化エ
〜
作 ,不 断現目利♯ 大奄1建 未成年人零犯罪村 (社 区 )的 成果 。
対 蒻勢群体青少年 墾象升晨 扶貪助学 ,力 む助教"活 劫
,

落実希扶美麦措 施 。堅持把 五炎"(困 堆家庭 、日題家庭 、
L童 、孤病戎未 成年人 )青 少年群体
単未家庭的子女 、 留守ノ
。
作力美愛重点,模 清底数 ,争 取社会各方支持 ,及 叶伸 出援
助 ,升 晨扶貪助学 、愛Jむ 勁教 活劫 ,■ 他 411在 同一 片藍天下
健康 成長 .
3.依 好え化 市場丈券監督 。要友勧張家港精神 均 五老
精神",切 実か 張国嘔文券監督 工作 。鎮美工委対日FL文 券

監督員秩仁要逍行 必要調整和培り￨,倣 至1毎 今 回電 、済成机
房均有 至少 2名 五老"又 券監督貝 ,毎 周至少去一次所久
責的場所 ,友 現 同題及 叶指 出,及 叶解決存在日題 .菅 造右
オ1千 青少年健康 成長的社会文化不境 。
´
三、深化寺題学コ,建 没輔尋員FA伍
1.か 張学 ヨ培〕l.挙 亦党的十九大わ十九届三 中、三 中

仝会精神学 コ培サ1班 ,か 張対美工 委班子成長、片大 五老"
利志尽者的培サ￨,理 辻学 コ培サ￨,深 刻理解 青年共則国家
共 ,青 年 張ス1国 家張"的 哉略意文 ,牢 圏村 立 四今意沢",
堅定 四今 自信 ",堅 決落実 両企筆ゲ",増 強使命意沢和
責任担 当,正 碗把握美Jむ 下一代 工作的方向奉 冒林 ,努 力把
青少年培赤成力徳智体美労仝面友晨的社会主文建浚者わ接
班人 。
2.力 張象鉄 建没 .接 照 有斐有 出,逍 出有序 "的 原ス
1,

及 叶調整利充実各象美工委頷早班子 ,功 長年蛉相対較軽 、
工作埜詮較カキ富的退居 二銭或退体不久的老頷 早
五老"
〜

充実至1美 工委班子 中来 ,以 増 張美工委的生机

活力 。要接
〜
照 自尽参カロ、就riF̲就 lJLj友 物借銃 、改革奄1新 ,量 力 面行 、
主 功作力"的 恙体要求 ,劫 員更多退体千部 、退体教り
平等 五

老"人 員わ社会志尽者参カロ美̀む 下 一代工作 ,不 断仇化 五
老"仄 仁結杓 .要 理ミ挙亦培サ1班 、交流会 等方 法 ,不 断提

高 五老 "和 志尽者的理港水千和 工作能力 ,完 善姐象好宣
.沸 困。

3.力 薇激励 宣を 。要墾袋建浚好 Ii■ 鴻員哄伍 ,倣 好 《美

̀む

下

一大周 扱 》和 《中国人た 》 的征資友行工作 。要大力宣告全
鎮各象美工委 、 五老"わ 志尽者的工作成績 典型事述 ,対
〜 ′
",菅 造会社会美
む、美愛青
仇秀的 五老 "実 行 以美代ネト
少年健康成長的良好気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