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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团函〔2018〕59号 

 

关于开展2018年度武汉大学青年志愿者 
优秀个人奖、组织奖、项目奖评选表彰 

活动的通知 
 

各分团委、直属团总支，相关校级学生组织、学生社团：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深化

落实青年志愿者行动，引导和鼓励全校团员青年广泛参与

志愿服务，校团委决定开展武汉大学2018年度青年志愿者

优秀个人奖、组织奖、项目奖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类别 

（一）个人奖项 

武汉大学2018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 

（二）组织奖项 

武汉大学2018年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 

（三）项目奖项 

武汉大学2018年度“品牌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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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2018年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项目” 

二、评选条件 

本次评选表彰活动参评范围为2018年度在全校涌现出

来的志愿服务优秀个人、组织、项目，特别是在实施“西

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大型赛会等重大志愿服务

项目与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组织，在全国、全省重要

赛事中获奖的项目。 

（一）“武汉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申报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正式注册，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和培

训，业绩突出，本年度志愿服务时长排名位列于本单位前

50%，获得群众普遍认可； 

3.具有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专长和能力； 

4.品行端正，作风优良，无违法违纪记录。 

（二）“武汉大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申报条件 

1.于2018年1月1日之前成立的在校志愿服务集体（含

各院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及公益类学生社团），原则上注册

志愿者人数不少于20人； 

2.制度健全，管理科学，运作良好，公信力强； 

3.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队伍相对稳定，服务记

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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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志愿服务成效突出，典型引领作用明显，示范带动

作用强。 

（三）“武汉大学品牌志愿服务项目”“武汉大学十

大杰出志愿服务项目”推选条件 

校团委将对在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第

四届湖北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大赛等全国、全省重要赛事中

获奖的项目直接授予“武汉大学2018年度品牌志愿服务项

目”称号，对在武汉大学第三届公益项目大赛项目实践

赛、公益创业赛中获奖的优秀项目授予“武汉大学2018年

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项目”（以上奖项不可兼得，具体推

选工作另行通知）。 

三、申报名额 

各分团委（团总支）、校青年志愿者协会、校学生社

团指导中心、校“西部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及万林艺术

博物馆志愿服务队为申报单位，负责本单位的评选、审

核、申报等工作。 

1.“武汉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的申报名额已划分，

分配方案见附件1。其中，各分团委（团总支）按照“注册

志愿者人数×1.5%+1”的原则分配名额，其中“注册志愿

者人数×1.5%”用于评选普通志愿者；“1”为各分团委

（团总支）负责志愿服务工作的主要学生骨干，不限于院

（系）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校青年志愿者协会、校学生

社团指导中心、校“西部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万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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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博物馆志愿服务队的推荐人选，不占各分团委（团总

支）申报名额。 

各申报单位以本年度各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时

长认定为基础推荐（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 

2.“武汉大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不设申报名额

限制，院（系）青年志愿者协会由所在单位团委（团总

支）推荐申报，校级公益社团由武汉大学学生社团指导中

心推荐申报，校“西部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万林艺术

博物馆志愿服务队自主推荐申报。 

3. “武汉大学品牌志愿服务项目”“武汉大学十大杰

出志愿服务项目”不单独申报。 

四、评选程序 

（一）组织申报 

各单位在充分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汇总本单

位所有申报材料，填写《武汉大学2018年度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奖及组织奖评选表彰汇总推荐表》，连同《武汉大

学2018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申请表》《武汉大学2018

年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申请表》，在11月15日

18：00前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11月15日11:30-18:00将

纸质版上交至雅各楼119办公室。 

（二）组织评选 

校团委组织评审组对各单位推荐的个人及组织进行评

选。 

（三）审定获奖名单并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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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委根据评选过程和结果，确定最终获奖名单并予

以表彰。表彰会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各单位要把此项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有效抓手，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活动实效。 

（二）面向基层，挖掘典型 

各单位要广泛发动、充分挖掘，着重推荐来自团员青

年身边的优秀典型，确保把基层的志愿服务优秀典型选出

来、树起来、推出去。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各单位要注重总结和宣传报道，加大对获奖对象的宣

传力度，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积极营造人人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人人关心青年志愿者事业的良好氛

围。 

 

联 系 人：代    茜  68775318 

                  王雪琦  15629073071 

陈    明  13212713725 

刘    畅  13207149193 

联系邮箱：whuvolunteer@163.com 

 

特此通知 

 

mailto:WHUyva2017@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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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武汉大学2018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申报名

额分配表 

2.武汉大学2018年度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及组

织奖评选表彰汇总推荐表 

3.武汉大学2018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申请表 

4.武汉大学2018年度“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

申请表 

 

 

                             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         

                                                2018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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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武汉大学2018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 

申报名额分配表 

学  部 学院（系） 注册志愿者数量 优秀志愿者名额 

人文科学 

学部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599 9+1 

新闻与传播学院 447 7+1 

文学院 249 4+1 

历史学院 193 3+1 

弘毅学堂 125 2 

哲学学院 98 1+1 

艺术学院 39 1+1 

社会科学 

学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74 18+1 

信息管理学院 710 11+1 

法学院 511 8+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408 6+1 

社会学系 126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8 2+1 

理学部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1140 17+1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597 9+1 

生命科学学院 596 9+1 

数学与统计学院 350 5+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82 3+1 

工学部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89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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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学院 844 13+1 

动力与机械学院 604 9+1 

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628 9+1 

城市设计学院 336 5+1 

信息科学 

学部 

测绘学院 1432 21+1 

计算机学院 845 13+1 

电子信息学院 583 9+1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551 8+1 

网络安全与技术学院 195 3 

印刷与包装系 178 3+1 

医学部 

基础医学院 1289 19+1 

口腔医学院 308 5+1 

健康学院 277 4+1 

药学院 213 3+1 

第二临床学院 51 1+1 

2018年“西部计划”及 

第二十届研究生支教团 
26 5 

武汉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28 34 

万林艺术博物馆志愿服务队 / 5 

武汉大学学生社团指导中心 

（统筹公益类学生社团） 
/ 39 

合计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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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武汉大学2018年度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及组织奖评选表彰汇总推荐表 

 
分团委、直属团总支（学生组织）名称（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备  注：各分团委（直属团总支）的申报表格由单位负责人签

字盖章；其他学生组织的申报表格由指导教师签字。 

个人奖推荐名单 

序号 姓名 年级 联系方式 志愿服务时长排名占比 

     

     

组织奖推荐名单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注册志愿者人数 

     

     

团组织 

（指导老师）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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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武汉大学2018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 

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一寸近期免

冠照） 

院系及专业  政治面貌  

年  级  学  号  

联系方式  邮  箱  

本年度志愿服务时长(h)  

个 

人 

简 

历 

所参加学校组织志愿服务和培训 

 

 

 

所参加大型活动志愿服务 

（可另附页） 

奖惩记录  

所属志愿 

服务组织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团组织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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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武汉大学2018年度 

“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申请表 

团队名称  所属单位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联系方式  

成立时间  注册志愿者人数  

团 

队 

简 

介 

（可另附页） 

获 

奖 

情 

况 

 

所属团组织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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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            2018年11月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