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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团委： 

为进一步加强对“圆梦计划——广东新生代产业工人骨干培

养工程”（下称“圆梦计划”）学员骨干的联系培养，做好新生代

产业工人的思想引导和组织吸纳等工作，团省委、省圆梦办拟于

4月12日-16日在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举办“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广东圆梦计划学员 2019 年

井冈山培训班。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承办单位：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广东省圆梦青工成长服务中心 

二、报到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 

时  间：4 月 12 日（周五）—4 月 16 日（周二） 

培训时间为期 5 天，4 月 12 日 11:00-17:30 报到，4 月 16

日返程。 

地  点：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江西省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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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冈山市茨坪红军北路 49 号）。 

注意事项：井冈山当地天气多变，培训安排有外出教学环节，

请学员自备运动鞋、雨具、保暖衣物、洗漱用品及出行常备药品

等。 

三、参训学员 

“圆梦计划”在读、毕业优秀学员，共 90 名。 

四、遴选方式 

省圆梦办将通过“圆梦计划”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

活动信息，并发动各地市圆梦办及合作院校进行活动宣传。符合

条件的学员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地市圆梦办推荐或个人自荐的

方式报名，请各地市团委于 4 月 1 日前将学员信息表及报名汇

总表（附件 2、3）、“我的青春追梦故事”及 3 张个人照发送到指

定邮箱。省圆梦办将按照参训名额分配表（附件 1），结合学员

个人素养、参训需求遴选确定 90 名优秀圆梦学员参加 2019 年

“圆梦计划”井冈山培训班。由于名额有限，原则上已参加过往

期团省委“圆梦班委交流营”和“圆梦计划交流营省级培训班”

的学员不再参加本次培训班。 

五、培训费用 

培训班学费、餐饮费、住宿费等培训费用由团省委按规定标

准统一支付。学员往返交通等费用由所在单位或由个人自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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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推荐单位 推荐人数 
广州 8 
深圳 8 
珠海 6 
汕头 2 
佛山 8 
韶关 2 
河源 2 
梅州 2 
惠州 8 
汕尾 4 
东莞 10 
中山 8 
江门 6 
阳江 1 
湛江 1 
茂名 1 
肇庆 1 
清远 1 
潮州 1 
揭阳 1 
云浮 1 
自荐 8 
总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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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  

入学年月  就读学校  就读专业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现担任职务  微信号  

特长  身份证号码  

是否竞选班长或小组长： 

所获荣誉及志愿服务经历： 

 

职业技能等级： 

自我鉴定： 

院校意见： 

地市团委意见： 

注：“职业技能等级”处填写学员所获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及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见国家人社部

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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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填报时间：XX 月 XX 日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红军衣

服尺寸 

防水鞋

套尺码 

到站 返程 是否有（心脏

病、高血压、
哮喘等)病史 

日期 

时间 
航班/车次 

日期 

时间 
航班/车次 

张

三 
男 汉    L 

 12 日

10:45 
G6072 

16 日

10：40 
G817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1.请准确填写学员身份证号码，以便用于购买培训期间保险；2.填写学员到站、返程日期，航班/车次，便于学校接送

学员（高铁到达后需乘坐 3.5 小时大巴到达培训基地），建议乘坐以下航班/车次前往：高铁车次（广州南至衡阳东，G6072，

4 月 12 日 08:42-10:49；G1112，4 月 12 日 10:46-12:45；），衡阳东高铁站接站时间为 4 月 12 日 11:00 或 13:00，请

学员自行前往衡阳东；3.如报名汇总表中无到站信息，基地不安排接站，请学员自行乘车前往基地报到；4.井冈山红军服尺

码请参考以下标准：S（155-160）、M（161-165）、L（166-170）、XL（171-175）、XXL（176-180）、XXL（180

以上）5. 防水鞋套尺码情参考一下标准：S（34 码以下）、L（35-38 码）、XXL（39-42 码）、XXXL（42-46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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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日期 时间 课程 内容介绍 地点 

2019/4/12 

周五 

14:00-17:30 学员报到 

参训学员到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茨坪红军北路 49 号），确

认学员信息（身份证），安排学员入住酒店，存放

个人物品 

基地前台 

17:30-19:00 晚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19:00-21:30 

 

“三湾改编”

情景教学 

 

主题：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基地教室 

21:30-22:00 工作会议 

召开班委会，明确班委的职责，协助参与对交流营

的组织；建立微信群等以在培训营结束后组织学员

长期性交流和互动 

基地教室 

2019/4/13 

周六 

7:00-8:00 早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8:00-8:30 开营仪式 

1.播放“圆梦计划”宣传片（5 分钟） 

2.学员代表发言（15 分钟） 

3.团省委项目负责同志讲话（5 分钟） 

4.全体合唱团歌（5 分钟） 

基地教室 

8:30-12:00 专题教学 
“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专题教学 

目的：让井冈山精神放射新的时代光芒 
基地教室 

12:00-13:00 午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14:30-16:00 仪式教学 
祭奠井冈英烈”仪式教学 

主题：坚定执着追理想 

井冈山革命烈士

陵园（纪念堂、

碑林、雕塑园、

纪念碑） 

16:00-16:50 参观教学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教学 

目的：追寻历史足迹、弘扬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 

16:50-17:30 现场教学 
茨坪革命旧址群现场教学 

主题：艰苦奋斗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 

茨坪革命 

旧址群 

17:40-18:30 晚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19:30-21:30 体验教学 
“学编红军草鞋”体验教学 

主题：永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基地教室 

2019/4/14 

周日 

“红军的一天”体验教学 

目的：体验红军的苦与乐 

7:30-8:30 早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8:30-8:40 合影  学员合影 基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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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11:00 现场教学 
八角楼现场教学 

主题：实事求是闯新路 
八角楼 

11:00-16:00 红军的一天 
急行军（找情报、寻草药）、前线救护、 干农活、

访民情、自做红军餐等 
坝上村 

16:00-17:30 现场教学 
黄洋界现场教学 

主题：依靠群众求胜利 
黄洋界 

18:00-19:00 晚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19:00-21:00 学员分享会 
“红军的一天”分享会 

目的：感恩与成长 
基地教室 

2019/4/15 

周一 

7:30-8:30 早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8:30—11:30 专题讲座 专题讲座：十九大精神解读 基地教室 

12:00-13:00 午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14:30—16:00 现场教学  
大井朱毛旧居现场教学 

主题：坚持学习勇探索  
大井朱毛旧居 

16:00—17:00 现场教学 小井红军医院现场教学 小井红军医院 

17:00—17:40 现场教学 小井红军烈士墓现场教学 小井红军烈士墓 

17:50—18:10 结业式 结业式 基地教室 

18:00-19:00 晚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2019/4/16 

周二 

7:30-8:30 早餐 自助餐 基地食堂 

9:00-12:00 返程 

（具体课程安排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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