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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少年儿童
“双有”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2021 年，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中国儿童

中心携手全国各地校外教育机构，紧紧围绕“童心向党 颂

百年辉煌”主题，坚持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

爱集体为主线，因地制宜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目前，全国“双有”活动工作已近尾声。为全面总结回

顾 2021 年“双有”工作情况，分享和交流工作经验与成果，

推动新时代“双有”主题教育活动创新发展，现将 2021 年

“双有”总结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双有”工作材料报送

1.认真做好“双有”活动单位的基本信息采集工作。请

各单位按照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填写《2021

“双有”活动单位信息采集》（详见附件 1），以利于加强

共通共促的工作平台建设，共同推进校外德育主题教育发

展。

2.认真做好 2021 年“双有”活动总结工作。请各单位

紧紧围绕 2021 年“童心向党 颂百年辉煌”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的安排，从各项活动开展情况、当地特色活动情况、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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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情况、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总结，形成《2021 年“双

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详见附件 2），报送全国“双有”

组委会，以利于组委会策划宣传活动、展示各地成果与亮点。

3.认真做好活动特色案例推荐工作。为更好交流学习，

组委会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及社会教育机构，

征集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主题教育活动优秀案例。请各

单位按照要求，组织撰写并推荐优秀活动案例（详见附件 3）。

4.认真做好活动成果收集与报送工作。请按照《2021 年

“双有”主题教育活动方案》的要求，及时通过相应渠道报

送活动成果，包括“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文艺汇演作品（视

频作品、信息统计表）、“大国少年”系列研学活动（方案、

案例/线路）、“身边的榜样”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

（作品及信息）、“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短视频征集活动

（方案、视频作品及信息统计表）、“我是小小中国通”全

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大挑战（方案、案例）、“童鞋奔跑 用

爱陪伴”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方案、案例）。

二、“双有”活动先进典型推荐

1.认真做好2021年“双有”活动先进典型推荐申报工作。

“双有”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全国各地合作单位的积极参与

和支持，是全国校外教育工作者和学校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双有”年度先进典型分为“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其中，“先进单位”无须单独申报，组委会将按

照各单位工作总结报告评选认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两项，请各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并结合当地工作实际，



3

认真组织推荐申报工作，填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

总表》（详见附件 4）。

2.关于 2021年“双有”活动年度先进典型审定颁发工作。

本年度“双有”活动先进单位、集体、个人证书及各项活动证

书均以电子证书形式发放，不再邮寄纸质证书。全国“双有”

组委会将在各单位申报推荐的基础上，根据工作总结和申报推

荐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并于 2021 年底公布电子证书申请系统

（电子证书申请操作指南另行通知）。

三、2021 年“双有”活动总结暨研讨交流活动安排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双有”活动的德育属性

和育人功能，推动校外教育的创新发展，全国少年儿童“双有”

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中国儿童中心拟于2021年 10月底举办

“2021年全国少年儿童‘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

活动总结暨研讨交流活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工作要求

一是要重视活动总结工作。请各有关单位切实重视此项

工作，把总结工作与当地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明年工

作计划安排结合起来，与对全国“双有”活动开展的建议和

意见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推进工作。

二是要严格材料申报审核工作。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填写

申报推荐材料，突出工作亮点，做好信息与数据汇总。在审

核工作中，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将从推动“双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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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提升影响力角度出发，树立典型、推广先进事迹、经

验与成果。

三是要准时报送材料。请各有关单位在 10 月 20 日前，

将本单位工作总结及奖项推荐材料报送至全国“双有”活动

组委会邮箱。

五、联系方式

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 瑛、姜天赐

电话：010-66160151（办公室）

13701332112（周）、18610501017（姜）

邮箱：shuangyou07@126.com

网址：shuangyou.zget.org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3 号中国儿童中心，

教育活动部（邮编 100035）

附件：

1.《“双有”活动单位信息采集表》

2. 2021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内容提纲

3.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案例征集说明

4.《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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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双有”活动单位信息采集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姓名 所在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活动开展

情况

年度主题活动

（名称）

品牌主题活动

（名称）

活动参与

情况

儿童（人次） 家庭（个） 学校（所） 社区（个）

活动资金

来源情况

财政资金
（万元）

政府部门支持资

金（万元）

企业支持
（万元）

基金会支持
（万元）

合作机构

情况

合作机构名称 是否联名举办

提供支持说明
（专家、志愿者、工作人员，场地，

活动材料、资金等）

媒体报道

媒体名称 报道类型 报道次数

活动产出
（请附图片）

书籍（书名） 论文（篇名） 手册（名称）
展板、宣传单等

（数量）

获得荣誉

项目获奖 活动获奖 教师获奖 儿童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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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内容提纲

1. 主题教育活动的落地实践

（本单位对少年儿童党史学习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研学教

育的理解？）

（①“双有”年度方案的主题教育活动 如何与本单位工作

相结合？如何与当地发展情况、历史人文及自然资源相结

合？各项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主题，如何结合校外教育特色和“四史”宣传教育内涵

开展系列活动？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③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如何理解“环境友好 儿童友好”理念，并与阵地资源相结

合？如何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④研

学活动 如何挖掘各地资源优势、突出地域特色设计活动？

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

2. 主题教育活动的特色与亮点

（政策依据、教育理念、资源整合、活动设计、对本单位工

作的推动、社会影响等。）

3. 媒体报道情况

（电视广播媒体、纸媒、新媒体、自媒体。）

4. 工作图片集

（活动场景、师资培训场景、活动作品、印刷品及其他成果

电子版，请将图片打包，与报告一同提交。文件包的名称为：

XX 单位 2021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报告。）



7

附件 3：

2021 年“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案例征集说明

一、案例征集要求

1. 对象：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

机构征集；

2. 范围：近 1 年（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来的校外教

育活动特色案例；

3. 方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爱国主义教育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

 线上活动开展与线上阵地建设

 “环境友好 儿童友好”少年儿童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少年儿童研学活动

 少年儿童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

 基于乡村振兴教育背景的少年儿童关爱服务

4. 字数：3000 字以上。

二、案例展示与宣传平台

1. 在“双有”年会上面向全国同仁作案例分享（10 分钟/

案例）；

2. 通过“环境友好 儿童友好”全国少年儿童生态文明教

育计划、中国儿童中心儿童研学院等专业平台展示交

流；

3. 在中国儿童中心官网、“双有”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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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平台展示；

4. 推荐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妇女报》、《中国教

育报》等主流媒体，作为教育类新闻素材或选题。

三、案例撰写建议

1.活动背景

政策解读、时代背景、现实需求分析、机构发展战略等。

2.活动基本信息

活动名称（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与地点（活动的日期及具体活动时长，地点）

参与人员及数量（儿童及家长、教师、志愿者等人员）

活动目标（预期效果）

活动基本内容或步骤（活动准备、活动实施过程，以时

间或内容为线索依次说明各个板块和环节的安排，突出策划

意图及想法）

活动评估（参与人员的反馈、专家及媒体的社会反响、

总结成果、分析特色、反思不足、建议未来）

3.活动特色

可以从活动目标的设计与定位、教育主题的落地与呈

现、活动效果的展示与强化、活动的宣传与推广等方面介绍。

4.影响力

可以从活动规模、社会关注、媒体报道、整合资源、教

育效果等方面来谈。

5.可持续发展

可以从获得政府或社会支持、获奖或表彰、下一步工作

思路等方面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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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材料支持

请附上与案例相关图片、报道、数据等资料，以便更加

全面地了解案例。

四、案例材料提交

1. 提交形式：案例以文稿形式提交，撰写要求请见上文。

2. 提交时间： 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将文稿及相关材料

（图片、报道、数据等），文件包的名称为：XX 单位

2021 年“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案例，发送至“双

有”工作邮箱。

3. 特别提示：报送材料时，请在邮件中注明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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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手机

先进

集体

申报数量

推荐名单

事迹介绍

（每个集体

300 字左右）

先进

个人

申报数量

推荐名单

事迹介绍

（每人 300

字左右）

推荐单位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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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说明】

先进集体：该奖项应为在当地校外教育单位组织实施“双有”活

动中积极参与至少 1 项及以上活动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或社区，活动

参与面较广，效果比较明显。各有关单位可结合当地参与活动的单位

数量，按照 10%的比例推荐上报，原则上每个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 5

个。

先进个人：该奖项应为在组织落实“双有”活动过程中积极发挥

了策划、组织、实施等工作，表现突出，得到组织单位认可，受到儿

童欢迎的校外教育工作者、中小学或幼儿园教师、社区工作者。各有

关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和个人表现，按照 10%的比例推荐上报，原则

上每个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 1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