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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首届全国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征集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各族少年儿童提出的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冶 的希望和要

求, 推进少先队改革, 增强少先队组织先进性和少先队员的光荣

感,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决定在动员全国中小学校少先队组织和广

大少先队员深入开展 “动感中队冶 “红领巾小创客冶 创新创意创

造活动基础上, 举办首届全国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

征集展示活动。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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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 通过少先队组织教育、 自主教育

和实践活动, 注重少先队组织特色, 面向全体少先队员, 启发奇

思妙想, 创造开心快乐, 培养自信自强、 团结协作精神, 树立创

新思维, 锻炼实践能力。 大力发动基层, 吸引队员参与, 创造人

人可为、 常态可为的条件, 激发基层组织活力。 以县 (市、 区、

旗) 少先队组织为基本单位, 做好发动、 推荐、 交流。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承办单位: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活动设立全国组织委员会, 负责活动日常事务和组织等工

作, 办公室设在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三、 活动宗旨

人人参与, 处处创新, 天天创造

四、 活动原则

公正公平, 放飞梦想, 以赛促学, 以赛促创

五、 活动内容和形式

1. 开展红领巾创新竞赛, 争当 “未来之星小创客冶。 引导少

先队员围绕学习、 生活和社会中贴近自己的问题和难点, 用所学

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灵活的方式动手实践, 进行改进、 创新和攻

关。 通过实物、 方法、 技术创新, 让少先队员热爱生活、 自由畅

想、 大胆设想、 认真求证, 激发创新意识, 提高实践能力, 增强

探知未来的本领。

2. 开展红领巾创意竞赛, 争当 “未来之星小设计师冶。 引导

少先队员勤于观察、 善于思考、 敢于想象, 经常性开展头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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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创意竞赛活动。 可以涉及人文、 社科、 文化艺术、 体育、 科

学、 工程、 技术等各个领域, 也可以是基于现实基础的对未来的

想象, 如生命科学、 汽车工程、 航天工程等等。 表现形式不拘一

格, 可以是个人或团队的图文作品、 创意视频、 创意动画、 创意

音频、 创意海报、 创意玩具、 创意点子等等。

3. 开展红领巾创造竞赛, 争当 “未来之星小院士冶。 发动少

先队员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针对自然科

学某一领域或人文、 社会科学某一热点问题, 自主开展创造性活

动, 得到新颖的具有应用价值的发明创造、 研究成果, 或对现实

有指导意义的解决方案, 引导队员们喜欢探究、 积极实践, 培养

勇于创造的习惯。

全国组织委员会将在具有代表性的地点举办这次活动的展示

(博览)、 交流活动, 对优秀作品和表现突出的少先队员本人、

集体进行鼓励, 还将在 2018 年暑期举办 “创未来冶 红领巾创新

创意创造夏令营。

六、 活动组织

1. 参加对象及组别

对象: 6 周岁至 14 周岁少先队员都可以自愿参加

组别: 低年级组 (小学一至三年级); 高年级组 (小学四至

五、 六年级组); 初中组 (初中)。

2. 组织流程

(1)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5 月, 鼓励中小学校、 县 (市、

区、 旗)、 市 (地、 州、 盟)、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组织开展

本校、 本地的活动, 形成 “创未来冶 完整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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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 年 6 月, 举办全国展示交流活动。 各省份以省份

为单位汇总, 以县 (市、 区、 旗) 为单位申报, 每个县 (市、

区、 旗) 在不同组别自选提交 1-2 个作品, 全国组织委员会将组

织专业力量确定全国参展作品并予以鼓励。

今后, 全国展示交流活动采取各地轮流申办的方式。

(3) 2018 年 7 月, 邀请参加全国展示交流活动优秀作品作

者或团队代表参加 “创未来冶 夏令营。

3. 鼓励办法

(1) 基层中小学自行开展活动和省级少工委鼓励由各地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

(2) 全国展示交流活动将对各省级少工委推荐的优秀作品

集中展示并予以鼓励。 鼓励全国先进组织单位和优秀辅导教师。

(3) 特别优秀的发明创造作品, 集中推荐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获得全国荣誉的少先队员, 各级少工委和中小学校少先

队组织将其作为优秀少先队员评选和红领巾奖章评价的重要指标。

全国展示交流活动通知另发。

七、 有关要求

1. 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 各级少工委和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要精

心组织, 充分运用校内外各类宣传阵地和新媒体手段, 积极动员广

大少先队员踊跃参与。 省级少工委要按照通知要求, 精心组织好本

省份范围内的活动, 精选出优质成果参加全国展示交流活动。

2. 加强宣传, 形成品牌。 各地要加大宣传力度, 创新方式方法,

采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扩大活动影响, 营造 “人人参与、 处

处创新、 天天创造冶 的浓厚氛围, 把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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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征集展示活动打造成彰显少先队组织先进性的品牌活动。

3. 构建机制, 长期深化。 这项活动将每年举办一届。 主办

单位、 承办单位将建立专门网站, 持续推出宣传文化产品, 联合

社会积极力量, 为活动长期持续开展提供保障。 各地要坚持公益

性原则, 及时总结工作经验, 发掘活动中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

迹, 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参照建立相关机制。

全国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征集展示活动坚持完

全公益性, 不向基层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员收取任何费用。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联系人: 韩摇 攀

电摇 话: (010) 85212461摇 85212654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联系人: 苗怀忠

电摇 话: (010) 82053987摇 82053527

附件: 1. 全国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征集展示活

动规程

2. 全国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征集展示活

动申报表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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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

征集展示活动规程

(一) 红领巾创新竞赛

摇 摇 一、 作品类型

1. 实物创新。 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 对引发自己兴趣的物

品, 运用所学的知识或者技能, 通过联想和创新, 设计、 制造出

实用、 多功能的新型物品或者开发出新型功能。

2. 方法创新。 打破原有的惯性思维, 开动脑筋, 大胆想象,

对个人和集体、 社会生活的现象和问题, 提出新的科学方法和合

理化建议, 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

3. 技术创新。 在自然科学领域以现有的知识和物质为基础,

尽己所能, 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

二、 作品要求

1. 作品类型、 形式不限, 要求构思新颖, 具有科学性、 创

造性和可操作性, 以实物参评。 必要时, 作者要到现场讲解、 介

绍作品有关情况。

2. 作品可以结合课本中的实验、 内容进行创作, 也可以是

结合生活中的问题等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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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申报时应填写 300 字以内的说明, 简要介绍作品是怎

样思考和制作的、 设计目的和思路、 有哪些创新点。

4. 作品必须是少先队员自己独立设计、 制作完成的。 老师

或家长在制作过程中可以进行指导, 但不得包办、 代替, 不能弄

虚作假。 如发现有抄袭他人发明成果或由别人代替的, 将取消参

加活动的资格。

5. 作品可以由个人完成, 也可以由集体完成, 集体作品至

多可有 3 名作者。

6. 申报成果概不退还。 主办方有权将申报成果用于非商业

性的推介、 观摩、 学习。

三、 作品特点

1. 自主性: 作品由作者本人构思、 设计的, 且全程参与作

品制作。

2. 新颖性: 该项创新在提交日以前没有同样的成果公开发

表过, 没有公开使用过。

3. 先进性: 该项创新同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 有可喜的进

步, 包括先进程度、 技术水平和难易程度。

4. 应用性: 该项创新具有可预见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二) 红领巾创意竞赛

摇 摇 一、 作品类型

对生活中人文、 社科、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 工程、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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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方向某个问题所提出的创意设计, 也可以是基于现实基础

的对未来的想象, 如生命科学、 汽车工程、 航天工程等等。 可以

图文作品、 创意视频、 创意动画、 创意音频、 创意海报、 创意玩

具、 创意点子等等呈现。

二、 作品要求

1. 作品内容应为少先队员本人提出, 文案和设计图等应为

本人撰写制作, 可在辅导教师或家长的指导下完成。

2. 作品中内容不得仿冒、 抄袭或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及著

作权。

3. 作品可以由个人完成, 也可以由集体完成, 集体作品至

多可有 3 名作者。

4. 作品提交时应填写详细的创意说明, 内容应包括对问题

的描述、 相关背景综述和分析、 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 方案

等, 可附图片。

5. 鼓励对创意采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可用活动说明、 创

意作品模型、 现场展演等, 力求生动形象。

6. 申报成果概不退还。 主办方有权将申报成果用于非商业

性的推介、 观摩、 学习。

三、 作品特点

1. 创新性: 选题独创, 设计或设想构思新颖, 解决问题的

思路或策略有创意。

2. 应用性: 选题符合生活实际或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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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性: 设计或解决方案采用的是科学方法, 运用了一

定的科学原理。

4. 创意效果: 申报作品创意的呈现效果。

(三) 红领巾创造竞赛

摇 摇 一、 作品类型

1. 发明创造。 将所学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 经过

多次试验, 设计或开发制作有应用推广价值的作品实物。

2. 科研成果。 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深入开展科学探究活

动, 得到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或一定前瞻性的科研成果。

3. 解决方案。 对某一社会建设问题, 开展观察、 调查等实

践活动, 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二、 作品要求

1. 作品研究范畴可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

领域。

2. 作品必须由少先队员个人或团体原创。 凡涉及著作、 名

称等知识产权和法律问题由申报者负责。 如出现相关纠纷, 由申

报者自行解决。 一旦发现有侵权、 抄袭、 剽窃行为, 取消其申报

资格, 一切责任由申报者自负。

3. 如有已申请的专利、 已发表的论文、 已立项的课题可

附后。

4. 申报作品可以由个人完成, 也可以由集体完成, 集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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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至多可有 3 名作者。

5. 申报成果概不退还。 主办方有权将申报成果用于非商业

性的推介、 观摩、 学习。

三、 作品特点

1. 创新性: 具有一定性的前瞻性, 能够创造性地将社会热

点、 社会问题与自身的成长需求相结合, 发明创造或研究成果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2. 真实性: 研究过程真实、 完整, 注重过程性资料的使用

和分析, 体现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反映研究过程的原始材料翔

实可信。

3. 自主性: 少先队员应自己选题、 自己设计、 自己研究、

自己创造, 如果是研究小组成员, 要真正参与研究创造过程。

4. 科学性: 实施过程中运用科学系统的方法, 结论或创造

真实有效, 形成较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课题报告。

5. 可行性: 综合时间、 人力、 物力等因素, 具备一定的现

实转化前景, 具有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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