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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遴选四川农业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的

通知

2023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研究生：

根据《关于组建中国青年志愿者第 25 届（2023-2024年度）

研究生支教团有关工作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2022〕3 号）

和《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遴选办法》

（校研发〔2022〕38 号）精神，学校将启动第十二届研究生支

教团招募遴选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择优选拔”的方式，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校内招募 25 名具备我校推荐免试攻读硕

士研究生条件的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地区

县级及以下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年（2023年 7 月至 2024年 7 月）

的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录取后保留 1 年入学资格，服务期满

且考核合格后，入学攻读四川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二、支教团服务地

1.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

三、工作机构

成立由主管校领导任组长，研工部、校团委、学工部、教务

处、招生就业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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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遴选工作小组。

遴选工作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张 强

成 员：李武生 李静波 陈中桂 曹三杰 杜 彬

刘思麟 赵野逸 侯 维 杨 雪

纪检监督员：陈从楷

遴选工作小组办公室挂靠校团委，主要负责招募的组织实施、

资格审查、招募后的培养、派送和考核等工作。

四、招募对象及申报条件

1.本校在读研究生或符合我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基

本条件（《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遴

选办法》（校研发〔2022〕38号第三章第十条 1-4点）的应届本

科毕业。

2.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信念坚定，

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

3.勤奋学习，刻苦专研，成绩优秀，其中综合素质测评成绩

须在本专业前 30%。

4.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

他人学术成果记录，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凡有不良记录

者，一票否决，不得入选。

5.具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表达和环境适应能力，有团队协作精

神，身心健康，能胜任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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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证或已报

名参加 2022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者，校青马班学员（已

结业或在读），担任校院级团学组织主要负责人、志愿服务经历

丰富、综合能力突出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五、遴选流程

（一）学生申请（9月 14日—15日）

学生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于 9 月 15 日 14：30前向所在学院

团委，校团委团学组织在任学生干部（储备干部）可向校团委提

交书面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

1.四川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申请表（附件 1）

2.申请人本人全文手写的《支教承诺书》（附件 2）

3.由家长（监护人）亲笔签名同意的《家长知情书》原件或

传真件（附件 3）

4.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推免生信息汇总表（附件 4）

5.学习成绩单（原件，需盖章）

6.外语能力证明（如英语四、六级，GRE，托福，雅思等外

语等级考试成绩单原件、复印件）

7.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申请参加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同学不得同时申请参加学校

普通类推荐免试遴选。

（二）资格审查（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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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党委负责对申请者进行思想政治表现审查，学院团委

和校团委负责对申报者学习情况、志愿服务经历、专业能力、身

体状况等条件进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通过的同学，各单位于 9 月 15日 18：00 前择优向

工作小组推荐 0-2名候选人，候选人请加入第十二届研支团遴选

工作群 QQ 群：658066497。同时将申请表和汇总表需发送电子

版至邮箱：1737645745@qq.com。

已返校同学纸质材料及证明材料递交至：

成都校区：七教 105室，岳俊岐老师处 028-86291760

雅安校区：四政 103室，王璐老师处 0835-2882230

都江堰校区：银杏餐厅 4 楼团委办公室，杨雪老师处

028-87133561

未返校同学纸质材料及证明材料原件拍照或扫描后，按申请

材料序号编号，打包一并发至上述邮箱。

（三）审核鉴定（9月 16—17日）

1.遴选工作小组办公室审核鉴定候选同学基本材料和综合

情况，按推荐总人数不超过 35 人择优推荐候选人（主要根据申

报条件第 6 条进行择优推荐），推荐结果报遴选工作小组审议批

准后进入集中面试。

2.鉴于我校服务点位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确保支教工作

顺利推进，候选人需统筹考虑男女生比例，其中男性候选人人数

应不少于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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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月 16日下午统一公示进入集中面试名单。

（四）集中面试（9月 18日）

1.遴选工作小组成员对候选人通过公开答辩方式进行线上

集中面试。

2.面试顺序抽签确定，内容为自我陈述（5 分钟）和专家提

问（3分钟）两个环节。面试着重考察申请人是否具备完成支教

任务能力，是否具备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的能力。具体包括申请

人在校期间的思想、学习、学生工作、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参

与科研等情况所表现出的综合素质。

3.面试时间暂定 9 月 18 日 14：00开始，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4.集中面试成绩：遴选工作小组成员根据答辩情况给予面试

成绩，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为集中面试最终成绩。

（五）遴选推荐

根据综合评价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入围名单和 2 名后备

人选，综合评价成绩=综测成绩*40%+面试成绩*60%。

（六）审核公示

入围名单经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全校范围公示，公示期如有

异议可向工作小组办公室（校团委）提出申诉。

（七）体检

鉴于研究生支教团具有较特殊的工作性质，为保护志愿者切

身利益，入围志愿者需前往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或专门体检机构

体检，不参加体检的视为放弃资格，体检项目和标准按照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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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办有关要求执行，体检不合格者将不予考察录取。

（八）终审确认

工作小组对体检合格和通过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核

的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名单进行终审确认，报团中央备案。

六、政策保障措施

（一）按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关规定，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享受服务期为一年的有关政策。志愿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计算服务期限和工龄，并在服务证书和服务鉴定表中体现。

（二）校团委按照教育部有关推荐免试研究生规定为入选研

支团成员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志愿服务期间，应届本科毕业生保

留一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在读研究生保留学籍。

（三）志愿服务期间，工作生活补贴、社会保险、商业保险

等服务保障执行当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有关规定。

（四）为规范招募单位和志愿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学校

项目办与支教团成员签订《招募协议书》。

七、其他

（一）入围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需在 10月 20日前登录西部计

划官网，在第 25届研究生支教团报名注册信息系统中填报相关

信息。

（二）为加强对研究生支教团综合能力培养，支教团成员须

参与各级项目办组织的岗前培训和校团委团学组织的顶岗实习。

（三）支教团成员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不占用导师当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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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同等享受学校关于推免生提前入学和培养的相关政策（见

《四川农业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第六章第二十三

条）。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取消其推免资格：

1.在推免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者，有论文抄袭、虚报获奖或科

研成果等学术不端行或其他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的学

生。

2.违法、违纪并受到处分。

3.不能按时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

4.支教工作考核不合格。

（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咨询地点和电话：成都校区 7

教 107，028-86290707；雅安校区四政 103，0835-2882230，咨

询老师：王璐。

附件：1.四川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2.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支教承诺书

3.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家长知情书

4.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推免生信息汇总表

四川农业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

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校团委代章）

2022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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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支教承诺书（样本）

本人系_______学院_____届本科毕业生（或____级研究生）

_____（姓名），已明悉支教期间艰苦的生活、工作等情况：

1.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

区墨玉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均为经济欠发达

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2.支教服务单位为县（乡镇）中小学、高中、职业高中。

3.服务地交通不便，物资较为匮乏，生活条件较艰苦，当地

饮食习惯具民族特色，日常以学校食堂为主或需自己买菜做饭。

本人志愿（不只是自愿）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并完成如下承诺：

1.我志愿成为一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端正心态、团结合作，建言献策，

努力做好服务工作，为服务地区作出贡献。

2.我将认真配合完成研究生支教团报名、选拔、培训、派遣、

岗位分配等工作，不在报名选拔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服务地分

配需严格遵守校团委统一安排，不得中途更换服务地。

3.按时参加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7 月学校组织的系统培

训、顶岗挂职、教学实习锻炼，以及全国和四川省项目办组织的

培训派遣工作，并按照团中央规定时间按时上岗服务。

4.在研究生支教团选拔公示结束日至派遣日期间，我自愿参

与校团委顶岗挂职锻炼工作，并接受校团委关于思想品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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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专业能力、奉献精神、团队意识等方面的再培训和考核。

5.我将严格遵守团中央关于服务岗位安排的要求，服从当地

团县委的管理，自觉到教学一线岗位工作，自觉志愿到最艰苦最

需要的地方去奉献力量。

6.在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服务期间，除因

不可抗力并经得上级同意，决不擅自离岗、缺课。若有特殊情况，

将及时征求服务地团县委同意，并自觉与服务单位协商调课。正

常休寒假离开服务地期间，自觉与服务地团县委保持联系。

7.服务期间我将严格服从团县委和服务单位管理，遵纪守法，

积极参加工作相关的交流、慰问、联谊等活动。服务期满时，主

动递交服务工作总结，配合服务地团县委开展考核鉴定工作，同

时于离岗时做好相关工作交接。

8.我自愿接受四川农业大学团委、服务地团县委、支教学校

管理和监督，若有严重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或其他不遵从以上

承诺的情况出现，自愿承担取消本人保送研究生资格的严重后果。

承诺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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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家长知情书

本人系_______学院_____届本科毕业生（或____级研究生）

_____（姓名）的家长_____（姓名），已明悉支教期间艰苦的生

活、工作等情况：

1.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

区墨玉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均为经济欠发达

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2.支教服务单位为县（乡镇）中小学、高中、职业高中。

3.服务地交通不便，物资较为匮乏，生活条件较艰苦，当地

饮食习惯具民族特色，日常以学校食堂为主或需自己买菜做饭。

4.服务地分配需严格遵守校团委统一安排，不得中途更换服

务地。

5.严格遵守团中央关于服务岗位安排的要求，服从当地团县

委的管理，全部到教学岗位工作，接受四川农业大学团委、服务

地团县委、支教学校的管理和监督，若有严重违反纪律、考核不

合格或其他不遵从以上承诺的情况出现，学生须自愿承担取消本

人保送研究生资格的严重后果。

家长与学生关系：

家长（监护人）意见： 签 名：

家长联系方式：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