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转发 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各类评选的 
通知（重大团实践[2021]81 号） 

各二级团组织： 

根据《关于开展重庆大学 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重大团[2021]11 号）精神，为积极推进各项社会实践工作，巩

固成果、扩大总结，现公布重庆大学 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各

类评选汇总（持续更新），请积极关注，踊跃申报。 

一、相关奖项 

（一）2021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镜头中的三下乡”征集评选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cKgdhcu8g2cT43W4gqZmug 

1.组织单位 

（1）主办单位：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国青年报社 

（2）承办单位：中国青年网 

2.作品要求 

参与作品分文字、组图和视频，题材须是“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内容。 

3.参与方式 

（1）个人报名：关注“创青春”（ID：zgqncyxd）微信公众

号，进入“三下乡”社会实践小程序，完善个人资料，进行报名。 

（2）团队报名：由团队队长登录中青校园 APP 完善个人信息

并创建团队，团队成员和指导教师登陆中青校园 APP 完善个人信

https://mp.weixin.qq.com/s/cKgdhcu8g2cT43W4gqZmug


 

息并申请加入团队，再由队长审核通过（具体请参考：

http://sxx.youth.cn/zytz/sxxtz/202007/t20200714_12408932

.htm）。 

该奖项为学生自主申报，请参与评选的个人或团队在申报后

将参与作品发送至重庆大学学生志愿服务中心留以备份。邮箱为：

3188575756@qq.com，参与作品及邮件主题命名格式为：镜头中的

三下乡评选+团队名称+负责人姓名+负责人 QQ。 

报名信息登记：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镜头中的三下乡评选”

报名信息。 

4.评选方式 

主办方将综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由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中国青年报社联合颁发荣誉证书。 

（二）2021 年“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

告征集评选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o9luKQuICOUD3fi3eBOaPw 

1.组织单位 

（1）主办单位：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国青年报社 

（2）承办单位：中国青年网 

2.时间线 

http://sxx.youth.cn/zytz/sxxtz/202007/t20200714_12408932.htm
http://sxx.youth.cn/zytz/sxxtz/202007/t20200714_12408932.htm
http://sxx.youth.cn/zytz/sxxtz/202007/t20200714_12408932.htm
https://mp.weixin.qq.com/s/o9luKQuICOUD3fi3eBOaPw


 

7 月至 8 月撰写实践报告阶段 

9 月 1 日至 10 日提交调研报告阶段 

9 月至 10 月遴选宣传阶段 

11 月公布遴选结果 

3.作品要求 

（1）要求围绕调研主题，提出调研问题，选定调研对象，设

计调研方案，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2）调研报告要求紧扣“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主题；论点鲜明、方法科学、分析全面、逻辑严密、数据可靠、

结论明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3）每篇调研报告需包括调研概述、文章题目、作者、摘要、

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实践感悟、调研照片 9 个部分（调研

报告内容相关具体要求请戳： 

http://gongqingtuanapp.hcbxsoft.cn/#/microtabs/microsta

tiondetail?activityid=HD-2107090027） 

（4）每篇调研报告作者（不含教师）不得超过 6 人，超出人

数的不纳入调研报告署名范围。 

（5）每篇调研报告指导教师不得超过 2 人，可以是作者所属

学校教师、外校教师、县级团委干部等。 

4.参与方式 

学生自愿申报，由重庆大学校团委审核并择优推荐，请在 8

月 25 日前提交上述格式规范的报告至：1217613241@qq.com，报

告和邮件主题命名格式为：报告评选+团队名称+负责人姓名+负责

http://gongqingtuanapp.hcbxsoft.cn/#/microtabs/microstationdetail?activityid=HD-2107090027
http://gongqingtuanapp.hcbxsoft.cn/#/microtabs/microstationdetail?activityid=HD-2107090027


 

人 QQ。 

报名信息登记：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

告”报名信息。 

5.评选方式 

重庆大学志愿服务中心进行筛选，其后将优秀作品报送至主

办方。主办方通过初选、网络票选、专家评审的方式，全国遴选

不超过 100 篇优秀报告，汇编成册。选出的优秀报告将会获得荣

誉证书，并通过“创青春”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网等平台进行

宣传和展示。 

（三）2021 年第七届“寻找全国大学生百强暑期实践团队”

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gJnDUsb5PUCGpHTQuwDGvw 

1.组织单位 

中国青年报社 

2.时间线 

即日起-9 月 20 日报名 

8 月-10 月展示投票及评审 

11 月-12 月公布结果并发放奖金和证书 

3.相关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gJnDUsb5PUCGpHTQuwDGvw


 

寻找最优秀暑期实践团队，展示大学生暑期实践的优秀成果，

展现大学生暑期实践的青春活力，激发大学生参与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实践时间和类型 

（1）实践时间：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2）实践类型：政策宣讲类、公益服务类、社会调查类、体

验教育类等（各类岗位实习，如假期专 业实习、勤工俭学等，暑

期兼职工作等，不符合本次活动要求。） 

5.参与方式 

阶段一：报名（即日起-9 月 15 日） 

学生自愿申报，由重庆大学校团委审核并择优推荐 8 支实践

团队，请在 8 月 29 日前提交本实践团的调研报告、实践图片、视

频媒体报道、百强暑期实践团队报名表等至：1538359050@qq.com，

报告和邮件主题命名格式为：百强申报+团队名称+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 QQ+ 负责人电话（请勿发限时邮件，确保活动期间内附

件有效） 

报 名 表 下 载 链 接 （ 提 取 码 2021 ） ：

https://pan.baidu.com/s/1ABPv-goWmqMTtBNHGi5tQA 或者给微

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报”回复“报名表”3 个字，即可下载链接。 

报名信息登记：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百强团队”申报信

息。 

https://pan.baidu.com/s/1ABPv-goWmqMTtBNHGi5tQA


 

阶段二：展示投票及评审（8 月-10 月） 

主办方将组织评审团，对实践团队报名表材料进行评审。通

过材料评审（占比 60%）、网络投票（占比 40%），确定最后的 100

强名单。 

（1）展示投票（8-9 月底）：主办方将通过短信联系通知各

高校的网路投票具体时间。一经发现强制投票、违规刷票，主办

方会直接减去无效票数，并在评审阶段酌情减分；情况严重的将

直接取消入围资格并通报校方。 

（2）材料评审（10 月）：评审团会对实践团队报名表进行评

审。主办方或将在活动评审的最终评审阶段索要更详细的实践资

料。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入选资格。 

阶段三：公布结果并发放奖金和证书（11 月-12 月） 

百强获奖名单将在《中国青年报》刊发，共设置全国最佳实

践团队 10 支、全国优秀实践团队 30 支、全国百强实践团队 60 支、

全国最佳实践大学 10 所。 

（四）重庆市 2021年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社会实践故事及优秀调研报告征集评选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OXP7BMrL4N0KwkL5Uopitw 

1.组织单位 

重庆共青团 

2.相关信息 

（1）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故事分享大赛。围绕“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现的奋战在乡村振兴实施战略、成渝地区双城

https://mp.weixin.qq.com/s/OXP7BMrL4N0KwkL5Uopitw


 

经济圈建设一线并表现突出的青年代表的先进事迹进行分享。 

（2）开展优秀调研报告评审大赛。制作调研课题指南，组织

动员“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围绕重点专题与内容所涉及的社会

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撰写调研报告，并对优

秀调研报告进行评审。 

3.投稿方式 

（1）文字（500 字内，格式为 word 文件，可以另附上微信推

文链接地址）+图片 3-5 张（图片文件大小 3M-5M） 

（2）视频（时长在 5min 之内，格式为*.mp4 文件）+文字简

介（100 字内，格式为 word 文件） 

（3）将以上任意一种形式，打包发送至“重庆共青团-学载

青春梦”公众号官方邮箱：cqxxbweixin@163.com。邮件及文件命

名方式为：“团队类型-学校-活动报道题目”。（具体投稿方式及

指南请戳 https://mp.weixin.qq.com/s/PUGm8RFaAJ6qI1UJPu3Hqg） 

该奖项为学生自主申报，请参与评选的个人或团队在申报后

将参与作品发送至重庆大学学生志愿服务中心留以备份。邮箱为：

1097725937@qq.com，参与作品及邮件主题命名格式为：故事评选

+团队名称+负责人姓名+负责人 QQ 

报名信息登记：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重庆市社会实践故

事及优秀调研报告征集”申报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PUGm8RFaAJ6qI1UJPu3Hqg


 

（五）2021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我的返家乡实践故事”征集

评选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p82MYk6u2z5381JbPmkvcw 

1.组织单位 

（1）主办单位：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国青年报社 

（2）承办单位：中国青年网 

2.时间线 

2021 年 7 月至 9 月，征集截止时间为 9 月 10 日。 

3.作品要求 

（1）青春向党篇章。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清华大

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个人实践活动讲述动人故事。 

（2）青春出彩篇章。围绕疫情防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

村振兴、民族团结、社区服务、文化宣传等方面，记录参与返乡

实践的亲身感受，展示当代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和不畏艰险、冲

锋在前、真情奉献的精神风貌。 

（3）青春感悟篇章。围绕“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

主题，以“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为指引，讲述个人在投身

火热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感想、收获和贡献等。 

4.参与方式 

（1）关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ID：zgqncyxd），打开主

菜单“服务平台”，点击【三下乡】进入微信小程序“三下乡”

社 会 实 践 平 台 进 行 投 稿 （ 投 稿 指 南 参 照

https://mp.weixin.qq.com/s/p82MYk6u2z5381JbPmkvcw


 

https://mp.weixin.qq.com/s/p82MYk6u2z5381JbPmkvcw） 

（2）作品的质量、阅读量、转发量是评选的依据之一。 

（3）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将选取部分优秀作品，在“创青春”

微信公众号【我的返家乡实践故事】专栏中发布。 

该奖项为学生自主申报，请参与评选的个人或团队在申报后

将参与作品发送至重庆大学学生志愿服务中心留以备份。邮箱为：

1552687434@qq.com，参与作品及邮件主题命名格式为：故事评选

+团队名称+负责人姓名+负责人 QQ。 

报名信息登记：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故事评选”申报信

息。 

二、活动保障 

鼓励各团队和个人积极申报各项实践评选活动，展示重庆大

学青年风采。入选国家级、市级荣誉的团队或个人，优先列入后

期评奖评优。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龙老师 02365111171 

陈同学 18580092820 

张同学 13906340263 

QQ 群 499726597、683989227（通知具体事项和答疑交流） 

https://mp.weixin.qq.com/s/p82MYk6u2z5381JbPmkvcw


 

 

 

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