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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委员会 

农学院学生会第二次团学干部全体会议简报 

 

11 月 15 日下午，农学院团委、学生会组织召开了团学

干部第二次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团委、学生会 11 个部门

的负责人，以及易班、阳团和新媒体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学

生会执行主席崔志峰的主持会议。团学干部第二次例会主要

进行了部门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大家围绕近期团委、学生

会各部门的工作依次发言，最后主席团成员做总结。要点如

下： 

一、 团委部门汇报 

(一) 办公室 

1、 制作、发放胸牌。 

2、 二十一天光盘打卡活动。 

3、 第四届学生代表大会农学院工作并收集各班意见。 

4、 常务工作稳中求进。 

5、 转基因竞赛各环节完成。 

6、 规范了公文格式。 

7、 出台办公室管理办法。 

8、 需要各部门及时交活动策划书。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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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好更快完成各项工作。 

(二) 组织部 

1、 第六周升旗。 

2、 思政教育 4 次。 

3、 主题团课。 

4、 19、20 级支书大会。 

5、 确定下半年安排。 

后期： 

1. 加大青年大学习的管理力度。 

2. 发布活动。 

3. 线上线下团会结合。 

4. 开展观影团课、报告会。 

5. 协助其他部门活动。 

6. 细化评优制度。 

7. 跟进研究生支部工作。 

8. 开展读书心得分享活动。 

(三) 社践部 

1、 开展主题活动。 

2、 农高会工作。 

3、 十四运招新志愿者。 

后期： 

1. 开展国家公祭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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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支教提出问题。 

(四) 科创部 

1、 农科论坛举办。 

2、 大学生创新创业报账。 

3、 农高会创新创业大赛。 

4、 组织团建。 

5、 科创开题。 

6、 转基因大赛出题。 

后期： 

1、 农高会所有比赛流程。 

2、 组织科创课题答辩。 

3、 农科分论坛后期工作。 

4、 收集过去一年内活动安排及结果。 

(五) 宣传部 

1、 提出投稿要求。 

2、 “杜绝浪费”收集照片活动。 

3、 重阳联欢新闻稿发布。 

4、 志愿者培训。 

5、 参加校团委宣传部例会。 

后期： 

1、 加强部门合作海报、手绘。 

2、 举办文体、科研工作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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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生会部门汇报 

(一) 学习部 

1. 日常查课。 

2. 完成数学竞赛的准备工作。 

3. 粮食安全知识竞赛题库。 

4. 校史竞赛。 

5. 出示请假证明。 

后期： 

1. 组织学委开会。 

2. 加查课分数细则。 

3. 强调礼貌问题。 

4. 各部门占晚自习提前说明。 

(二) 文艺部 

1. 日常队伍检查。 

2. 指导志愿者。 

3. 联合举办活动。 

4. “十佳歌手”初赛。 

5. 知识竞赛初赛。 

后期: 

1. “十佳歌手”决赛。 

2. 承担主持、礼仪工作。 

(三) 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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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比赛。 

2. 广播体操比赛。 

3. 参加校足球赛。 

4. 协助其他部门。 

5. 检查早操。 

后期： 

1. 冬训。 

2. 组织球队训练。 

3. 参加校级比赛。 

4. 三院运动会推迟。 

(四) 生活部 

1. 例检、文明教室、抽检。 

2. 后勤保障工作。 

3. 更改开支、后勤物资。 

4. 文明教室打扫 8T04-8T06。 

后期： 

1. 强调例检问题。 

2. 跟进后勤保障。 

3. 文明教室活动继续 

(五) 纪检部 

1. 早卡表制作。 

2. 部门会议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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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早卡统计规则。 

4. 对体育部人员统计。 

后期： 

1、 早卡早起检查规范。 

(六) 权益中心 

1、 微信推送，双十一标语。 

2、 收集发票。 

3、 反馈权益问题。 

后期： 

1、 参观心理建康与发展中心：。 

2、 收取发票并报账（12 月底前）。 

3、 组织观影活动。 

三、 其他部门汇报 

(一) 易班 

1、 每月 2 次活动，主题活动、自主活动、秀出学习风采

活动、七日情侣活动等。 

后期： 

1、 安排十一月活动收尾工作。 

2、 培养志愿者。 

3、 艾滋病预防活动。 

(二) 阳团 

1、 内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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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教活动（问题：打车不便）。 

3、 举办爱心义卖。 

4、 联合举办“给陌生人的一封信”活动。 

后期： 

1、 发集反馈。 

2、 支教南阳村。 

3、 小视频献爱心。 

4、 阳光团员见面会。 

(三) 新媒体 

1. 跟进校园文化建设。 

2. 青马社学习等宣传。 

3. 各种活动宣传。 

4. 投稿具体要求 

5. 投稿流程： 

投稿人投稿—审核—安排推送时间—告知推送时间 

四、主席团做会议总结 

要点如下： 

(一) 讲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公生会工作人员选拔培养

及管理考核办法》。 

(二) 强调阳团支教问题，新闻稿技稿问题（文字能力，拍照

水平）。 

(三) 注意公文格式，方便各部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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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团委、学生会中间一定要有顿号，落款只有其中一个。 

(五) 办好转基因知识大赛。 

(六) 政治理论学习、青年大学习评比要优化细则。 

(七) 办团课开课典礼。 

(八) 开展研究生团支部工作。 

(九) 准备 12·9 主题团课活动，提前 20 天准备。 

(十) 所有活动材料提前一天准备好，请老师、桌牌、主持稿

等。 

(十一) 常态学风体系建设。 

(十二) 统计学生每月不打早卡的次数。 

(十三) 活动提前联系老师，提前准备活动策划，活动办出

内涵。 

(十四) 加强面对面交流。 

(十五) 保证宣传质量，并做好总结记录。 

 

               农学院团委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