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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校团字〔2020〕17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评优表彰工作的通知 
都江堰校区团委、各学院团委：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今年暑假我校广大青年学子

紧密围绕“爱国力行勇担当，青春奉献心向党”主题，1400 余

支团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社会实践活动。根据《关于开

展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的通知》要求，校团委决定对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现

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社会实践十佳团队、优秀团队、优秀指导教师、先进个人、

优秀通讯员、优秀成果。 

二、评选标准   

（一）十佳团队 

1.申报主体：拟获评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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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比标准：紧扣时代所需，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

著，宣传有力，社会认可度高，实践时长原则上应在 10 天以上。 

3.评选指标：各学院可推荐 1-2 个团队参评，经客观材料评

审，得分前 15 名团队进入终审答辩，全校评选不超过 10 支。 

4.奖励：奖牌、奖金 1500 元/支，团队按 40%评选先进个人。 

（二）优秀团队 

1.申报主体：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2.评选标准：围绕主题，形式多样，安排合理，成效明显，

有媒体报道，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至少有一篇内宣稿件，需提

供投稿证明，实践时间不少于 7 天。 

3.评选指标：按学院团队数的 20%进行评选推荐。 

4.奖励：奖状、团队按 30%评选先进个人。 

（三）优秀指导教师 

1.申报主体： 社会实践团队指导教师 

2.评选标准：工作认真负责，指导成效明显，所在团队原则

上应获评校级优秀团队。 

3.评选指标：各学院推荐 1 名。 

4.奖励：奖状、奖金 1000 元/人。 

（四）先进个人  

1.申报主体：暑期社会实践参与同学（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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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选标准：社会实践积极主动，表现突出，在团队中起到

骨干带头作用，实践单位反响良好。 

3.评选指标：普通团队按 20%比例推荐，获奖团队按要求推

荐，以个人名义参与社会实践按全院个人参与数的 5%推荐。 

4.奖励：奖状、二课（获奖板块）记 2 分。 

（五）优秀通讯员 

1.申报主体：社会实践工作宣传员 

    2.评选标准：工作积极主动，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多篇社会

实践宣传报道，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至少在学校媒体聚焦认可

网站或学校官网主页发表社会实践稿件 1 篇以上。 

3.评选指标：各学院可推荐 0-2 人。 

4.奖励：奖状、二课（获奖板块）记 3 分。 

（六）优秀成果  

1.申报主体：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图片、微视频等。  

2.评选标准：调研报告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图片和视频主题

鲜明，内容生动真实，素材质量高。  

3.评选指标：各学院可推荐 0-3 件作品参评，全校评选不超

过 30 件优秀成果。 

4.奖励：奖状、二课（获奖板块）记 3 分（第一作者） 

三、日程安排 

1.学院评选：在总结交流的基础上开展评优表彰工作，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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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优材料于 9 月 14 日 15:00 前发校（区）团委学生实践与

志愿服务中心邮箱，其中成都 3095472519@qq.com、雅安校区

2789350233@qq.com、都江堰校区 2902044585@qq.com。 

2.校团委审核：（9 月 15 日—9 月 18 日）。十佳团队答辩

时间暂定 16 号，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3.评优表彰和成果展（9 月下旬）。校团委下发表彰文件，

颁发奖牌、奖状、奖金，并在三校区开展线上线下成果展。 

四、注意事项 

1.校级团队个人评优名单由校团委统一在 9 月 11 日前返回

学院，校院两级先进个人不重复参评，请各学院注意严格审核查

重。 

2.同学参与社会实践二课得分，由校院团委根据表现进行考

核，并记 0-4 分/次，请核对好学号、姓名、班级等二课录入的

基本信息无误，并认真按照表格例子填写，汇总表要注明参与项

目名称。 

 

附件：1.社会实践十佳团队客观分评分表 

2.社会实践校外宣传平台 

3.社会实践十佳团队申报表 

4.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汇总表  

5.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申报表  

mailto:成都3095472519@qq.com
mailto:都江堰校区29020445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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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实践基础分加分名单汇总表（excel） 

7.校级优秀个人加分名单汇总表（excel） 

8.院级优秀个人加分名单汇总表（excel） 

9.优秀通讯员加分名单汇总表（excel） 

10.学院拟推优秀成果汇总表（excel） 

 

 

 

 

                       

 

 

 

 

 

 

 

 

 

 

四川农业大学 2020 年学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 

                         （校团委代章）  

                         2020 年 9 月 04 日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0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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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社会实践十佳团队客观材料考评细则 

申报材料   

（100 分） 

自评考核 

自评内容       明细 相关说明 

基础工作 

（20 分） 

1.1 前期筹备 

（10 分） 

准备工作充分，培训完善，实践内容和任务明确（5 分），全程有专业指导教师（2 分），有安全预

案，未出现任何安全问题（3 分）。 

 

 

1.2 专项资助

（10 分) 

获校级重点团队资助（3 分、5 分、7 分），入选省级以上政府、公益组织、企业等单位专项资助

（8-10 分）。 
 

实践成效 

（40 分） 

2.1 实践成果

（10 分） 
形成高水平实践论文，调研报告或实践内容得到服务单位或对象的认可和肯定（10 分）。  

2.2 宣传工作 

（15 分） 

对实践活动行广泛宣传，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其中 A 类网站，经校网转载也计入 A 类，5 分/篇，B

类网站 3 分/篇，网站类别参照附件 2，（20 分）。 
 

2.3 表彰奖励

（15 分） 

调研报告、视频、图片获评校级优秀实践成果（3 分/个），团队获评省级以上社会实践专项表彰

5-8 分/个。 
 

终审答辩

（40 分） 
团队参加终审答辩，由评委老师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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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会实践校外宣传媒体平台 

A 类媒体： 

1. 人民网----是世界十大报纸之一，建设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

上信息交互平台，也是国际互联网上最大的综合性网络媒体

之一。 

2. 光明网----光明网是光明日报在网络时代的新延伸,也是国

内唯一一家定位于思想理论领域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3. 中青网（不含青云平台）----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是国内最大的青年主流网站。 

4. 中青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是一份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

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国性综合日报。 

5. 搜狐网----为用户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最新资讯。 

6. 腾讯网（不含腾讯微信）----集新闻信息、社会化媒体资讯

和产品为一体的互联网媒体平台。 

7. 新浪网（不含新浪微博）----为用户 24 小时提供全面及时

的中文资讯，内容覆盖国内外突发新闻事件、体坛赛事、实

用信息等。 

8. 凤凰网----中国领先的综合门户网站,提供含文图音视频的

全方位综合新闻资讯等服务。 

9. 网易网（不含网易博客）----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公司，

为用户提供免费邮箱、搜索引擎等服务，开设新闻等 30 多个

内容频道。 

10. 国家部委、省级党委主管的机关报刊----如四川农村日报、

四川日报等。 

11. 共青团中央微信平台（微信号：gqtzy2014）----发布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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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活动信息和青年关注的热点信息。 

12. 团中央学校部微信平台（微信号：tzyxxb）----共青团学校

战线信息发布、工作交流、经验分享的平台。 

13. 未来网微信平台（微信号：lovek618）----未来网的官方微

信信息推送平台。 

14.中国网----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 

15.国际在线----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全球语言种类最多、

传播地域最广、影响人群最大的多语种、多应用、多终端网站集

群。 

16.央广网----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最大的音频广播新闻

网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是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之一。 

17.中华网----隶属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是中国成立最早的

门户网站之一。已经成为中国最富价值的互联网推广平台、中国

最有影响力的新媒体之一。 

18.新华网----由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办，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

主办的综合新闻信息服务门户网站，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媒

体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文网站。 

19.央视网----由中国网络电视台主办，是中国网络电视台旗下

互联网站业务，也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以视频为特色，以互动

和移动服务为基础，以特色产品和独家观点为核心，面向全球、

多终端、立体化的新闻信息共享平台。 

B 类媒体： 

1.四川农业大学校网----四川农业大学新闻网，实时发布校园

资讯和相关新闻的校内平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B6%E5%B1%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343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A4%96%E6%96%87%E5%87%BA%E7%89%88%E5%8F%91%E8%A1%8C%E4%BA%8B%E4%B8%9A%E5%B1%80/1038824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94529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151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4%BA%BA%E6%B0%91%E5%B9%BF%E6%92%AD%E7%94%B5%E5%8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BD%E9%99%85%E5%B9%BF%E6%92%AD%E7%94%B5%E5%8F%B0/6388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A8%E6%88%B7%E7%BD%91%E7%AB%99/2483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81%94%E7%BD%91%E6%8E%A8%E5%B9%BF/104727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AA%92%E4%BD%93/62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D%8E%E7%A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D%8E%E7%A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A8%E6%88%B7%E7%BD%91%E7%AB%99/2483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BD%91%E7%BB%9C%E7%94%B5%E8%A7%86%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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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部委或省级党委、团委主管的新闻网站----如中国大学

生在线、中国高校之窗、中国广播电视网、四川青年网、四川

新闻网、四川农村信息网等。 

3.市级日报、晚报、新报----如成都晚报、宜宾日报、雅安新

报等。 

4.省级社会团体组织开办的网站----如四川文化网、四川妇联

网等。 

5.市级党委、团委开办的网站----如自贡网、绵阳网、成都青

年网、榆林青年网等。 

6.四川共青团微信平台（微信号：scgqtt）----发布共青团工作、

活动信息和青年关注的热点信息，更新实时四川共青团相关资讯。 

7.四川学联微信平台（微信号：sichuanxuelian）----提供相关

新文章以及教育等相关信息。. 

8.微观川农微信平台（微信号：sicauxsh）----四川农业大学资

讯微信平台。 

9.四川文明网----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主办的川内新闻平台。 

10.中国大学生在线----直属于国家教育部，是展示中国大学生

时代风采的窗口和新平台。 

11.未来网----由团中央主办，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未成年

人 UGC（用户原创内容）分享平台。 

12.北国网----隶属于辽宁日报报业集团，是辽宁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的官方综合性新闻网站及增值资讯服务提供者，是辽宁日报

报业集团所属的惟一网络媒体。  

13.安青网----隶属于共青团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青年报》与

合肥热线，以新闻资讯、本地搜索、互动社区、安青网盟、分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370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5%9C%B0%E6%90%9C%E7%B4%A2/2292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9B%9F/860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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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核心业务的在安徽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区域新闻

门户网站。 

14.长城网----隶属于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是与河北日报、河北电台、河北电视台居于同等地位的河北省第

四主流媒体。 

15.北纬网----由雅安日报传媒集团主办，是雅安综合性新闻门

户网站以及唯一有新闻采写和发布权的新闻网站，同时也是雅安

市继雅安日报、雅安电视台之后的又一主流媒体。  

16.中新网安徽----由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是安徽日报报业

集团官方新闻门户网站、安徽省重点新闻网站、安徽主流新闻资

讯发布平台。 

17.东北新闻网----隶属于辽宁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是目

前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网络新闻发布平台。 

18.中国新闻传媒网----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主办，是全国性、

权威性、全方位、大容量的综合新闻文化传播平台。 

19.环球网----人民日报社、中央网信办批准，人民网和环球时

报共同投资，打造集新闻资讯、互动社区、移动增值服务于一体

的全球生活新门户，是具备新闻采编权的大型中英文双语新闻门

户网站、中央级综合性网络新闻媒体。 

20.大学生社会实践网----隶属于中国大学生网，是大学生社会

实践投稿展示的平台。 

C 类：不认可媒体 

1.会员制投稿网站： 

1) 当代大学生网（会员积分投稿）  

2) 大学生校内网（注册会员投稿） 

3) 大学生联盟网（注册会员投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5263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C%97%E6%97%A5%E6%8A%A5/3516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C%97%E7%94%B5%E8%A7%86%E5%8F%B0/18086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5%9C%B0%E5%8C%BA/7596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B0%E9%97%BB%E6%96%87%E5%8C%96%E4%BF%83%E8%BF%9B%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6%97%A5%E6%8A%A5%E7%A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7%BD%91/28424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7%90%83%E6%97%B6%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7%90%83%E6%97%B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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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校大学生网（注册会员投稿） 

5) 大学生校内网（注册会员投稿） 

6) 大学生网（注册会员投稿） 

7) 大学生新闻网（注册会员投稿） 

2.论坛制网站： 

1) 熊孩子社区（即时投稿即时采用） 

2) 青云平台（即时投稿即时采用） 

3) 大学生生活网（即时投稿即时采用） 

4) 我在大学（即时投稿即时采用） 

5) 大学生之家（即时投稿即时采用） 

3.停止运营或假冒网站 

1) 雨后初晴中文网（停止运营） 

2) 中国大学生网（假冒网站） 

3) 中国新闻热线网（假冒网站） 

4.其他网站 

各学院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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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会实践十佳团队申报表 

 

注：根据评审细则准备相关电子材料，材料应尽量简洁，媒体宣

传可附链接。

所在学院/组织  团队名称  

团队人数  团队类别  

团队负责人  联系方式  

 

实践内容 

 

 (可单独附页说明) 

 

 

 

   

实践成果 
(可单独附页说明) 

 

学院团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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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优秀团队汇总表 

学院 团队名称 团队人数 团队负责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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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指导团队名称  

所在学院  职  务  

主要先进

事迹 

   附可另页 

（字数限 500 字以内）      

 

 

 

 

 

 

            

院团委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