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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文件

件
浙越外团字〔2015〕32 号

————————  ————————

关于评选 2014—2015学年优秀网络宣传员

及更新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队伍的通知

各学院分团委：

为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积

极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要求，充

分发挥高校共青团干部队伍优势，动员团学干部、青年学生力量在

互联网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网络主旋律，根据《团

中央办公厅关于建立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队伍的通知》和团省委

要求，结合我校团委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评选 2014—2015 学

年共青团优秀网络宣传员，以及更新一批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队伍，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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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青团优秀网络宣传员评比事项

（一）名额分配

按照组建队伍人数的 3%推荐（具体名单请参照附件 2）

（二）评选标准

1．带头坚定信念。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

信念，在网络上传递中国梦，宣传正能量。

2．带头认真工作。热心网络宣传员的工作，责任感强，认真

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作风扎实，工作有实绩。每周发表原创微博

不少于 1条，转发、评论共青团中央、团中央学校部、浙江共青团、

浙江团省委学校部、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绍兴团市委、学校团委微

博不少于 3条；关注并转发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团委公众微信平台

信息。

3.带头刻苦学习。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真学习科学文化，

掌握过硬本领，不断完善自我，提高综合素质。

（三）评选办法

本次评选采取组织推荐的方式进行，由各学院分团委组织选拔

推荐，校团委统一审定评选。

申报优秀网络宣传员需填写相应表格（一式一份）并附事迹材

料一份（1000 字左右）（附件 1），各学院分团委汇总后将申请表

和汇总表（附件 2）于 12 月 1 日前报送校团委，材料不全或逾期不

报的将不列入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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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队伍更新事项

（一）人员组成

1.校团委层面：包括校团委书记及成员，校学生会主席、副主

席及各部部长，网络新媒体类社团负责人等。

2.学院分团委层面：网络宣传员基本要求为政治素质过硬、熟

悉网络工作、责任心强等。包括分团委（团总支）书记、副书记、

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团、班级团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学院媒体

负责人、网络新媒体类社团负责人等，原有的微记者团成员须参与

到网络评论员队伍中。同时，建立分层管理机制，每 30 至 50 名网

络宣传员安排一名组长进行管理。

校、院两级队伍建设结构图如下（各学院可根据具体网宣员队

伍人数设置网宣组长人数）：

（二）数量目标

我校将更新组建 3000 人的网络宣传员队伍，各学院可以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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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数量目标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数量规模。基准名额分配如

下：

学院 网络宣传员 学院 网络宣传员

校团委 80 人 网络传播学院 1000 人

英语学院 800 人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200 人

东方语言学院 500 人 酒店管理学院 120 人

西方语言学院 320 人 国际学院 60 人

国际商学院 700 人 共计 3780 人

（三）主要职责

1. 做好学校、学院各类活动的宣传、转发、正面评论。关注

校团委网站；微信订阅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团委（txyy54）；

官方微博（腾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团委、新浪：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学生会）。

2. 踊跃参与全团“青年之声”网络文化行动，集中传播“青

年好声音”。对团中央、团中央学校部、团省委、团省委学校部及

本地本高校团组织指定的内容在个人微信、微博、QQ 及青年学生聚

集度较高的论坛等网络空间进行转发、评论。

3. 对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团中央学校部官方微博、团学小

微公共微信、浙江团省委官方微博、浙江团省委学校部官方微博、

浙江省学生联合会官方微博、浙江省学生联合会·青春抱抱团公共

微信，公共微信加关注，对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进行转发、评论。

4. 按要求到指定的网络空间参与跟帖、转帖、评论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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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声，自觉针对网络上的错误言论和思潮进行正面信息传播，壮

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每人每周转帖评论量不少于 5条。

5. 在互联网上自觉抵制负能量。对于网上出现的违反四项基

本原则、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民族团结等错误言论，

对于“黄赌毒”等负面网络信息，坚决抵制、主动驳斥、积极举报。

6. 自觉增强网络文明素养。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和网络文明

规范，自觉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不浏览不健康的网络

页面和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三、有关要求

各学院分团委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宣传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结合学院微记者团建设等工作，扎实推动网络宣传员

队伍建设有关工作落实。

1. 高度重视，加强指导。各学院分团委要在 11 月下旬前完成

队伍更新组建，并将《2015—2016 学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宣

传员名单汇总表》（附件 3）电子稿、纸质稿于 11 月 29 日（星期

日）前交至校团委；

2. 分层管理，建立机制。建立本校团委网络宣传员基础信息管

理及常态化动员机制，校团委书记、委员、宣传部部长及各学院分

团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网宣组长在 11 月 29 日前加入 QQ

群（2015 越秀网络宣传员 492589635）、微信群（见附件 4），并

关注团委微信公众号（txyy54）等工作联系协调载体。各学院分团

委要建立本学院网络宣传员 QQ 群和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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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泛发动，严密组织。各学院分团委要广泛动员团员和优

秀青年参加。

4. 加强统筹，形成合力。各学院分团委要抓好统筹，做好队

伍规划、活动设计、协调推进、任务督导等工作。校团委将定期对

各学院网络宣传员工作情况进行测试并通报有关结果。

5. 各分团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宣传部部长为第二责任人，

协助更新原网宣员名单，在原有名单进行删减及更新（将已经毕业

的网宣员从名单上删除，调整更新 12 级、13 级、14 级网宣员名单，

增加 15 级班级网宣员）。

四、联系人

稽山校区：陈雨珺，15267052195，569525666@qq.com

镜湖校区：蔡环泽，15068547929/557929,393990490@qq.com

附件：

1.2014—2015学年共青团优秀网络宣传员推荐表

2.2014—2015学年共青团优秀网络宣传员汇总表

3.2015—2016 学年网络宣传员名单汇总表

4.2015—2016 学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新媒体账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 网络宣传 队伍 评比 更新

共青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mailto:蔡环泽，15068547929/557929,393990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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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4—2015学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共青团优秀网络宣传员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职 务

微 博 号 微 信 号

学院/班级

主 要

事 迹

（不够请另附页）

分团委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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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4—2015学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共青团优秀网络宣传员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班级 政治面貌 手机（长/短号） 新媒体帐号（选填） 备注

注意事项：该表以学院为单位于 12 月 1 日前报送校团委。联系人：

稽山校区：陈雨珺，15267052195，569525666@qq.com

镜湖校区：蔡环泽，15068547929/557929,393990490@qq.com

mailto:蔡环泽，15068547929/557929,393990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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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5—2016 学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宣传员名单汇总表

分团委名称
分团委书记/

指导老师姓名
联系电话（长/短号）

QQ 群号码 微信群号码
网络宣传员

总人数（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班级 政治面貌 手机（长/短号） 新媒体帐号（选填） 备注

宣传部长

网宣组长

网络宣传员

注意事项：

1.该表以学院为单位于 11 月 29 日（星期日）前报送校团委。联系人：稽山校区：陈雨珺，15267052195，569525666@qq.com；镜

湖校区：蔡环泽，15068547929/557929,393990490@qq.com。

2.请按照宣传部长、网宣组长、网络宣传员的顺序进行汇总，表格不够可增加。

mailto:蔡环泽，15068547929/557929,393990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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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5—2016 学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新媒体账号

说明：校团委书记、委员、宣传部部长及各学院分团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网宣组长在 11

月 29 日前加入以上 QQ 群、微信群。

微信名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团委

微 信 号：txyy54

说明：请各网宣员关注校团委微信平台，并及时报送“青年之声”相关信息。

微信名称：2015 越秀网络宣传工作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