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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团委、教育局、生态环境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邮

政公司、少工委：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深入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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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邮政公司、省

少工委决定联合开展以《江苏生态文明 20 条》、“乡村振兴我点

赞”“垃圾分类我行动”为主要内容的 “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系

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寻事、摄景、提案等活动，引导少先

队员尤其乡村队员关注家乡变化，参与家乡建设，点赞乡村振兴

（详见附件 1）；通过小课题调研、手绘本制作等活动，引导全

省少先队员积极投身垃圾分类、绿色低碳行动，让建设美丽家园

成为江苏少先队员的自觉行动（详见附件 2）。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合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

少先队员参加。请各设区市团队组织、教育、生态环境、城管、

农业农村、邮政等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统筹，周密部署，认真

落实，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各设区市在层层评优基础上每个项目可推荐 30件优秀作品，

并推荐 5 个优秀组织单位，于 11月底前集中报省少工委办公室。

为鼓励广大队员积极参与活动，同时开通网上申报渠道（详见附

件 3）。本次活动有关作品评选规则详见附件 4。作品评选设特等

奖、一等奖、二等奖若干，辅导作品的辅导员得辅导奖。

各主办单位联系人如下：

团省委、省少工委联系人：徐美华，电话：02586906323

邮箱：978426073@qq.com

省教育厅联系人：冯帅，电话：025-8333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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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联系人：王青颖，电话：025-58527318

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联系人：陈昌青，电话：025-51868560

省农业农村厅联系人：李璇，电话 025-86263228

省邮政公司联系人：杨岚，电话 025-83631712

“绿色之友”联系人：王影，电话：13913993780

附件：1. 2021 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乡村振兴我点赞”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

2. 2021 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垃圾分类我行动”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

3. 2021 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网上申报方式

4. 2021 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参赛评选相关事项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江苏省少工委

2021 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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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乡村振兴我点赞”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一、 活动主题

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乡村振兴我点赞！

二、 活动时间

2021 年 5 月--11月底

三、活动内容

（一）家乡文化我宣传

地方特色是能够左右人的信念的文化，是记得住的“乡愁”，

饱含区域“文化认同”。引导少先队员了解身边的乡风民俗、坊间

特色、地方知识，选择一项最感兴趣的内容，撰写成作文，1000

字以内，标题自拟，体裁不限，可配以图片或小视频增加感染力。

参评作品须填写“宣传文化优秀作文申报表”。

（二）家乡美景我来摄

围绕“美丽乡村”主题，紧扣“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

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四项内容，以照片形

式呈现，展现乡村生态持续改善后人们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标题自拟，1MB 以上原图，以看图说话形式附 50 字以内照片说

明。参评作品须填写“优秀摄影作品申报表”。

（三）家乡卫生我守护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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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现代化的意见》“深入推进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主题，开展乡

村卫生或绿化现状小调查。通过多看看周边环境卫生和绿化情

况、多说说自己的发现、多找找相关信息、多想想解决方法，培

养少年儿童对周边环境的注意力，提高爱卫生爱生态爱家乡意

识。以小提案形式呈现，不少于 500 字，包括分析及建议、办法

或要求等内容，可附相关照片 2-3 张。参评作品须正确填写“守

护卫生小提案申报表”。

“家乡文化我宣传”优秀作文申报表

作文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中队

校名

学校地址

辅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正文 1000字以内，可附相应照片 2-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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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美景我来摄”优秀摄影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中队

校名

学校地址

辅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以看图说话形式对作品作 50字以内简要说明）

“家乡卫生我守护”小提案申报表

提案名称

提案人姓名 所在中队

校名

学校地址

辅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提案内容不少于 500字，可附相应照片 2-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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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垃圾分类我行动”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一、活动主题

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垃圾分类我行动！

二、活动时间

2021 年 3 月-11月底

三、活动内容

（一） 垃圾分类课题我来做

引导少先队员探索减少垃圾产生、变废为宝，节约资源和能

源，生态宜居、环境友好，更好地低碳、绿色生活的实践和方法。

以小课题形式呈现，课题类型包括研究报告、金点子、发明、制

作等。撰写的小课题需有一定的社会使用价值，可附研究过程照

片 2-4 张。参评课题须正确填写“优秀小课题作品申报表”。

（二） 颗粒归仓我践行

颗粒归仓是指“物尽其用，不浪费丝毫”。引导少先队员在

吃穿住行日常生活中厉行节约、物尽其用，养成勤俭质朴好品质。

要求少先队员以绘画的方式，简单讲述一个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

“颗粒归仓”小故事，由封面+不少于 5 幅图画组成一部绘本作

品，绘画形式不限，题目自拟。参评作品须正确填写“优秀绘本

作品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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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课题我来做”优秀作品申报表

小课题名称

小课题类型(单项勾选)
□发明 □发现 □制作 □研究报告

□合理化建议 □宣传专题

申报人情况

姓名

校名 中队

校址

辅导员 移动电话

小课题

内 容

（800字左右文字材料，需有 3-5张研究过程实况照片）

“颗粒归仓我践行”优秀绘本申报表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中队

校名

学校地址

辅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简介
（3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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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网上申报方式

参与者可进入江苏环境网（网址：www.jshj.org）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江苏环境”（微信号：jshjorg）进入“我是美丽江苏

小主人”版块查看活动通知、参与方法，获得相关帮助，分享参

与感受等，并可在线申报。

一、申报方式：

通过活动专用网上申报系统进行在线提交资料及作品。

二、申报步骤：

1.打开江苏环境网（网址：www.jshj.org）进入“我是美丽江

苏小主人”活动页面；

2.在活动介绍页面点击“申报系统入口”进入申报系统；

3.登录申报系统（如您未注册账号，请先注册后进行登录，

本账号与“江苏环境网”账号同步，往届参与者的账号依旧有效）；

4.进入申报系统后，选择相应版块按要求进行资料填写及作

品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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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作品评选相关事项

1． 所有作品必须是 2021 年原创、未公开发表；

2． “家乡美景我来摄”摄影作品须为原创无编辑、无日期、

无水印、每人最多投稿三幅作品，其他类别每人限投稿一

个作品；

3． 主办方有优先使用获奖作品的权利；

4． 获奖小作者的辅导老师同时获辅导奖；

5． 各个奖项相关要求请看正文及对应申报表内标注的说明；

6． 活动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截止征稿，12 月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2022 年春季开学前公布评审结果；

7． 向所有获奖作者、辅导员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获奖证书；

8． 鼓励各少先队大中队组织少先队员参与“废品换明信片、

邮简活动”，用以写作文、写提案，活动详见网站；

9． 本活动将选送优秀作品参与“‘童眼看江苏’个性化邮票设

计大赛”，通过校园巡展、个性化邮票制作等方式进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