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中国行 2019 

 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简章 

 

一、项目概述 

触摸活的中国，汇聚年青力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重要思想，提高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社会适应力，中华青年精英项目与共青团中央主管的《中国周刊》杂志社秉承着服务青年

成长、培养青年人才的使命与愿景，在连续七年合作的基础上，将于 2019 年共同举办面向

全国高校优秀大学生的公益活动——“青年中国行”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 

自 2013 年启动以来，“青年中国行”得到了数十家组织与单位的支持，内地和香港 230

多所高校参与，8541 支团队报名，600 个优秀方案诞生，近 170 支团队深入调研，逾百万

字的报告文集相继编辑成册。 

“青年中国行”2019 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英文简称 SDGs）”于 2019 年 3 月正式启动，内设分为两个版块： 

1.“青年中国行”2019 自主项目：  自主命题：中国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热点议题：粤港澳大湾区 SDGs 发展规划  

2.“青年中国行”2019 专题项目：  自选议题：“青年中国行—气候观察者” 

             

二、项目详情 

立足中国，心怀世界。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华青年精英项目发起人郑志刚先生致力于发掘并培养内

地及香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创新型青年人才，通过“青年中国行”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

实践活动鼓励全国青年学生亲身调研实践，深入社会基层，探索社会现象，发现社会问题，

通过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提出有效对策方案，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改善社会现状贡献青年

人的力量。 

2019 年“青年中国行”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将继续围绕“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对当下国内社会民生的热点议题展开调研，为改善社会现状和解决社会问题贡

献力量。历届“青年中国行”不乏优秀的内地与香港高校学生调研团队，中华青年精英项目



 

将在未来继续推动内地与香港青年一道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基础上，着眼全球发展现状，承担

“命运共同体”使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青年智慧。 

 

1.“青年中国行”2019 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自主项目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及各国领导人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议程为当下和未来的世界规划处一个实现尊严、和平与繁荣的全

球蓝图，在接下来的 15 年内，各国将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实现平等和应对气候变

化，共同采取行动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教育、卫生、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等社会需求并应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战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

展要求为人类和地球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 【自主命题：中国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鼓励全国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并发挥潜力一起致力于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转化为地方、国家政策，从变革者的角度思考、从创新者的角度实践，以青年领导的角色投

身于祖国和谐社会建设发展中，于 2018 年 “青年中国行”组委会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为调研主题支持广大青年学生踏遍祖国大地，让可持续发展目标真正行动传播起来。2019

年为使更多的青年学子深入了解 SDGs，以实际行动探索，以实践真知发声，运用青年人的

力量构建更好的祖国， “青年中国行”组委会将继续支持全国大学生围绕“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调研主题展开不限地理（内地省份）、不限命题（围绕主题）的自主调研。 



 

➢ 【热点议题：粤港澳大湾区 SDGs 发展规划】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自改

革开放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粤港澳三地合作不断深化，三地经济实力、区域竞争

力明显增强，已经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利用以上优势，如何

深化三地合作，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与祖国人民共同承担民族复兴的使

命，共同繁荣的使命是目前三地最为重要的事情。鉴于此中华青年精英项目鼓励全国大学生

通过“青年中国行”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切身调研实践，承担时

代责任，迎接挑战，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贡献。 

 

2.“青年中国行”2019 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专题项目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正在显著地加剧着全球气候变化。去

年 10 月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 1.5 度特别报告》

中指出，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较工业化前水平增加了 1℃，全球升温 1.5℃最快可能在 2030

年发生。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基本确

定了 2020 年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然而政治家们在《巴黎协定》中达成的 2℃共识与科学

家们所划定的 1.5℃红线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这 0.5℃的温升足以导致全球 99%的珊瑚礁退

化。如何弥补这一鸿沟？加快能源、交通、建筑、农业、金融等各个行业的绿色转型是关键。 

“青年中国行—气候观察者”专题调研项目旨在引领中国青年正视全球挑战、抓住时代

机遇。本年度专题项目将重点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能源”、“气

候变化+基建发展与产业创新”三个领域，支持青年学子结合各自专业，跨界开展气候调研。

成功入选的团队需要根据从在地调研中得到的观察与发现，结合前期学习与自身思考撰写一

份“青年中国行—气候观察者”调研报告。各个专题项目报告最终将由“青年中国行”组委

会评选出最佳报告、最佳行动团队与最佳表现团队，以获得后续支持。 

“青年中国行—气候观察者”专题项目可选议题（前三项优先）： 

（1）气候变化 + 生物多样性 

（2）气候变化 + 能源 

（3）气候变化 + 基建发展与产业创新 

（4）气候变化 + SDGs 中其他目标 

 

 



 

三、项目支持 

    “青年中国行”2019 年第七届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组委会将依据 2019 年申报

调研团队的报名材料评选全国 100 强，从 100 支入选团队中依据项目申报详细材料评选全国

30 强，包括自主项目调研团队（含香港团队）、专题项目调研团队。“青年中国行”组委

会将会对入选的调研团队成员予以以下的项目支持： 

1.经费支持：入选全国 30 强，内地团队可申请最高 10000 元活动经费支持；内地与香

港组合团队或香港团队，可申请最高 20000 元活动经费支持。 

2.专业培训：入选团队成员将参与线上/线下能力建设工作坊，我们会邀请专业领域的

导师和经验丰富的 NGO 领袖共同指导团队调研。 

3.荣誉证书：入选 30 强的团队及指导老师可分别获得荣誉证书；申报团队数量突出的

院校，可荣获最佳组织奖。 

4.报告文集：入选 30 强的团队将评选 10 佳调研报告予以荣誉证书并发布于中华青年精

英项目官网。 

*特别提示：2019 年优秀报告评选将时，请各团队提交报告时注意报告格式及相关内容规范性。如若

发现提交的报告有抄袭、敷衍了事现象，将取消“青年中国行 30 强团队荣誉”。       

5.项目优先入选权： 

入选 30 强的团队成员报名参加第 2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青年代表团活动时，同

等条件下优先入选； 

入选 30 强的团队成员报名参加组织方的其他国际交流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入选； 

入选 100 强团队的成员报名参加中华青年精英项目相关活动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入选。 

6.深入基层的调研实践经验和同优秀青年伙伴学习交流的机会。 

7.奖项设置：入选 30 强的团队将评选“触摸中国”宣传奖、“年青力量”综合奖、“气

候行动”专项奖。（评选标准及奖励将在 30 强团队名单公布后发布说明补充文件） 

8.后续支持：对具有深度调研议题且报告质量极佳的调研团队，依据后续申报资料评估，

将予再次调研的相关支持。 

 

四、申报资格 

1.申报团队成员均须为中国内地在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或港澳台地区在读高等

教育院校学生。 

2.每组申报团队人数 4-6 人，其中须设立团队队长 1 名。 



 

3.每组申报团队须邀请 1 名团队成员所在高校的在职教师作为团队指导老师。 

4.鼓励同校跨专业、跨年级及香港籍男女学生共同组建团队。 

5.团队成员应年满十六周岁，身体状况允许其亲身实践所申报的调研实践方案。 

6.专题项目团队需从专项备选议题择一作为调研方向。 

 

特别提示：以下情况自动免除参赛团队的参与资格 

1.实践项目规划违背相关法律、法规，或涉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2.提供虚假信息或申报材料不完整。 

 

五、报名途径 

报名者通过关注“青年中国行”微信公众号或直接访问“青年中国行”官方网站

http://www.cylds.com/qnzgx 按相关流程指引完成报名申报工作。 

 

 

 

        “青年中国行”微信公众号            “青年中国行”QQ 官方群 

**申报成功的团队依据团队编号申请加入 2019“青年中国行”QQ 官方群：769040251** 

 

六、活动安排  

分类项目 

项目日程      

自主项目 专题项目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 

活动报名 3 月 25 日—5 月 19 日 

百强团队评选 

专题项目 

团队评选 

5 月 20 日—5 月 26 日 

—— 
公布百强名单 5 月 27 日 

团队细化方案 5 月 28 日—6 月 16 日 

三十强团队评选 6 月 17 日—6 月 23 日 

公布三十强名单 

公布名单 

6 月 24 日 

http://www.cylds.com/qnzgx按相关流程指引完成报名申报工作
http://www.cylds.com/qnzgx按相关流程指引完成报名申报工作


 

 

七、知识产权及其他事项 

1.团队保证其申报项目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或其他权利，否则主办单位

有权取消申报团队的入选资格并追回奖项； 

2.项目未获得其他同类活动主办单位的资助，未以任何形式进行公开报表； 

3.团队在项目申报时提供虚假信息或申报材料不完整将被认定放弃申报资格； 

4.项目入选后，如入选团队侵犯第三方合法权利，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由入选团队

承担； 

5.入选团队的其他过错使活动主办单位遭受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主办单位有权要

求入选团队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主办单位免受上述损失。主办单位同时保留向入

选团队追究和索赔的权利； 

6.主办单位享有入选项目的著作权及相关衍生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展

览权、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汇编权等）；入选团队除根据活动奖项设置可获

得的奖项外，放弃任何权利主张； 

7.入选团队不得利用此次实践成果向其他活动以任何形式投稿参与； 

8.主办单位保留对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能力建设工作坊 7 月上旬 

入选团队开展调研 7 月中旬—8 月下旬 

提交调研报告 9 月 01 日 

校园汇报会 10 月 10 日—10 月 24 日 

**具体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请关注活动官网及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信息。 



 

八、组织机构简介 

主办机构： 

【中华青年精英项目】 

   中华青年精英项目是郑志刚先生发起并设立于新世界集团旗下的 

青年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形式各样的青年活动，为多元文化背景下

成长的青年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致力于推动中国内地及香港等地区

青年在艺术教育、人文素养、实践创新等方面综合素质的提升，旨在

发掘并培养中国本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创新型人才。 

郑志刚先生现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委员会委员、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联席主席、中华青年精 

         英基金会主席。 

 

【《中国周刊》杂志社】 

《中国周刊》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中华儿女》旗下的综合 

性新闻杂志，推崇独家的报道、独到的视野、独立的观点和独特的报 

道风格，强调原创性、权威性和可读性。周刊记录变革的中国社会， 

鼓励和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创新行为，关注和体察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 

态，观察和分析社会各层面的流变异动，是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的

最佳读本。 

 

协办机构： 

【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hina Youth Climate Action Network, 简

称 CYCAN），是中国第一个专注于推动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非营利性

环保组织，由一群心系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的中国青年人于 2007 年

8 月发起创立。CYCAN 主要通过青年网络搭建、气候倡导、本土实践

和国际交流四个方面有力地推动青年了解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的进程，为有志青年提供引领绿色变革的平台。目前已有超过 500

所中国高校参与到 CYCAN 组织发起的行动中来，影响超过数十万青

年。 



 

使命  青年缔造零碳未来  

口号  低碳未来 青年责任 

                     

                     

【香港生涯规划协会】 

                    香港生涯规划协会成立于 2016 年，为非牟利的教育组织。我们汇聚

社会各界人士，为本港青年及学校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及活动，

鼓励青年「认识自己，成就自己，贡献自己」，支援学校发展校本生

涯规划教育政策，藉此推动香港生涯规划教育的发展。 

                    跨入廿一世纪，全球一体化，资讯爆炸，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香港转

型为创新及知识型社会，凡此种种冲击我们现时的教育体系，使青年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主张教育应促使青年持续发展个人潜能，

继而贡献社会。我们倡议肯定非正规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的独

有价值，冀能推动社会各界携手合作，与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

相辅相成，共同创造香港青年教育愿景。 

                    创立理念：认识自我，成就自己，贡献自己 

                    核心方向：提供机会、互相指导、鼓励支持 

 

 

 

 

九、联系方式 

“青年中国行”微信公众号：qingnianzgx 

“青年中国行”官方 QQ 号：2508762732 

“青年中国行”活动官网：http://www.cylds.com/qnzgx 

“青年中国行”组委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东方银座 B 座 18G 

联系电话：（8610）64604461 

电子邮箱： qnzgx@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