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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评议方案 

评比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策划书：各团支部的策划书方案内容占各团支部所得分 25%。

初赛的策划书评比依据相关参考进行评比（附件 1：策划书评比表） 

2：总结书：各团支部的总结报告评比占各团支部所得分 25%。

初赛总结报告评比依据相关参考进行评比（附件 2：总结书评比表） 

3：团员心声、团支部风采及其余活动：各团支部的团员心声、

团支部风采及其余活动评比占各团支部所得分 25%。初赛的团员心声、

团支部风采及其余活动评比依据相关参考进行评比（附件 3：创摄活

动评比表） 

4：网络作品：各团支部的网络作品评比占各团支部所得分 10%。

初赛的网络作品评比依据相关参考进行评比（附件 4：网络作品评比

表） 

5：微博微信：各团支部的微博微信评比占各团支部所得分 15%。

初赛的微博微信评比依据相关参考进行评比（附件 5：微博微信评比

表） 

注：考虑到目前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参加团日活动的有多个班，

而且评比时间较为紧迫，所以，信科院的团日活动的初赛由信科院团

总支调研部进行内部评比，选出 6-8 个团支部进入复赛，并通知他们

做好比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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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评议方案 

评比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初赛成绩占 35%比例； 

2：现场 ppt 演讲占 30%比例（附件 1：PPT 评比表）； 

3：现场班级风采展示占 35%比例（附件 2：班级风采展示评比表）； 

说明：初赛成绩由团委调研部评比并提供，现场 ppt 演讲，现场

班级风采展示均由评委团评比，最后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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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第十九期团日活动策划书评分细则 

项目 分数 评分细则 

格式规范性 10 1、 封面、标题、字体等格式 （5分）： 

a、严格遵守格式要求。5分 

b、不完全遵守格式要求。3-4分 

c、完全不遵守格式要求。1-2分 

2、 策划书结构（如活动目的、活动

意义等）（5分）： 

a、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4-5

分 

b、 结构不完整。1-3 分 

 

内容充实性 15 1、 活动丰富，形式多样，参与度高。

10-15分 

2、 活动较多，参与热情较高。7-9

分 

3、 活动较少，参与人数较少，形式

普通。1-6 分 

活动与主题的紧密

度 

20 1、 活动与主题联系紧密，涉及创新、

校庆两大主题内容。15-20分 

2、 活动主题仅涉及创新或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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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分 

3、 活动与团日活动主题关系不大。

1-7 分 

活动计划的可行性 15 1、 活动计划贴切实际，易实行。8-15

分 

2、 活动计划不切实际，构想天马行

空。1-7分 

活动的意义 20 1、 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增进

班级情谊，提升班级形象。11-20

分 

2、 活动意义不大，没有实质性意义。

1-10分 

活动流程的条理性 10 1、 流程清晰明了，衔接恰当。6-10

分 

2、 流程不够清晰，条理性不强。1-5

分 

活动策划的组织性 10 1、 组织有力，领导性强，规划合理，

分工安排妥当。6-10 分 

2、 组织散漫，分工不明确。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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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第十九届团日活动总结书评分细则： 

项目 分数 评分细则 

总结书的规

范性 

20 分 1、 内容完整且严格按照格式要求

（15-20分） 

2、 内容较完整，格式不够标准（9-14

分） 

3、 格式极不规范（1-8分） 

团日活动是

否紧贴“聚焦

十九大，迸发

潮力量”的主

题 

20 分 1、 活动紧贴主题（16-20分） 

2、 活动仅联系创新主题或校庆主题

（11-15分） 

3、 主题性不强（1-10分） 

 

宣传效果 

 

10 分 1、 宣传覆盖面广，宣传影响力度大

（6-10 分） 

2、 宣传覆盖面一般，宣传影响力度一

般。（1-5分） 

 

宣传方式 

20 分 宣传方式，例如微博，微信，摆摊，传

单等...（注重方式的多样性，没有宣传

方式为分，只有一种宣传方式为 10分，

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种宣传方式加 2

分，满分为 20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团日活动的

总结 

30 分 1、 活动总结内容全面，条理清晰，深

刻而有意义。（16-30 分） 

2、 活动总结内容不够充实，条理不够

清晰，缺乏深刻。（1-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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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第十九届团日活动活动评分细则 

       项目   分数          评比细则 

    扣主题性    30 符合活动主题“聚焦十九大，迸发

潮力量”。 

a.紧扣主题。20-30 分 

b.作品大众化，符合主题。10-19分 

c.不符合主题。1-9 分 

   内容充实性    30 4、 活动丰富，形式多样，参与度

高。20-30 分 

5、 活动较多，参与热情较高。

10-19分 

3、  活动较少，参与人数较少，形

式普通。1-9分 

    活动效果    20 1. 有较强的感染力，十分妥当的契

合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内涵。

13-20分 

2. 影响力度大，较能表达作品主题。

8-12分 

3. 影响力度一般。1-7分 

    活动意义    20 3、 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增

进班级情谊，提升班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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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分 

2、  活动意义不大，没有实质性意

义。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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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第十九届团日活动网络比赛比赛作品评分细则 

 

       项目   分数          评比细则 

    主题内容    35 1. 角度新颖，主题特色鲜明，有学

习和宣传价值。26-35分 

2. 扣主题，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16-25分 

3. 没有紧扣主题，但内容健康积极。

1-15 

    创意性    25 1. 内容不拘一格，独到深刻，制作

匠心独具。18-25 分 

2. 有较好的视觉或听觉上的欣赏

性。10-17 分 

3.  画面或歌曲整体流畅。1-9 分 

    技术性    15 1. 拍摄角度新颖，适宜；声音与音

乐清晰，有感染力。9-15分 

2. 衔接流畅；声音搭配流畅。1-8

分 

    整体性    25 1.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别具一格

的视听享受。13-25分 

2. 内容基本完整，流畅。1-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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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第十九期团日活动微博微信评比细则 

评比项目 分数 评比细则 

微博微信

界面及其

模块设计 

15 A 本次团日活动和支部色彩浓厚，模块设计合理，格

式正确 8-15分 

B 模块相对合理，具有支部色彩，格式不正确 1-7

分 

主题内容

表达 

20 A 活动围绕主题，内容丰富、突出主题，14-20 分。 

B 活动内容基本符合主题，内容相对丰富，7-13分。 

C 活动内容大多与主题关系松散，内容单一，1-6分 

活动方式 15 A 活动方式新颖，多样化，有创新性，对团员有很强

的吸引力 11-15 分。 

B 活动方式较原有活动方式有一定创新，对团员有一

定的吸引力 6-10分。 

C 活动方式大众化，过于单一，无创新性 1-5分。 

活动覆盖

面 

10 只面向单个支部的 3分，面向全校的 6 分，面向社会

的 10 分。 

共青团特

色 

10 A 活动过程能体现与党团有关，且符合团日活动性质 

7-10分。 

B 活动过程能体现关于团日活动性质，但与党团无关 

4-6 分。 

C 活动过程中不能体现党团、团日活动性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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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

数量 

15 A 微博微信数量，点赞数和评论多，且与团日活动有

关 7-15分 

B 微博微信数量、点赞和评论相对较少，与团日活动

联系不大 1-6 分 

微博微信

影响力度 

15 A 粉丝多，转发多，评论和点赞数多 7-15分 

B 粉丝、转发、评论和点赞数相对较少 1-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