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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制度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制度全面地涵盖立项说明、宣传报道方案、师生互评标

准及结项评审方案等各个方面，对暑期社会实践的各方面工作标准及流程进行

了详尽的说明，为参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的团队及个人在社会实

践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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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项评审办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立项评审办法 

为充分调动我校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保证社会实践活动有

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进一步达到制度化、规范化、精品化的目标，

特制定本评审标准，各学院可参照次办法对社会实践项目进行管理，推动社会

实践活动深入持久开展。 

1.1 申报工作说明 

（1）队长为 2012 级及以后年级的同学通过 uibeshijian.uibe.edu.cn 网

站进行项目申报，高年级同学请和低年级同学组队。 

（2）时间流程 

5月 9日 发布 《关于开展 2014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正式通知》。 

5月 9日－5月 22日 调研丝绸之路经济带系列主题实践团队申报。 

5月 22日－5月 29日 其他推荐主题实践团队申报。 

5月 23日－5 月 25日 各院分团委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公布丝

绸之路经济带主题的预推优校级团队。 

5月 30日－6月 3日 各院分团委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公布其他

推荐主题的立项团队。 

6 月下旬 相关专业老师组织各个选题方向的下属团队进行选题论证及立

项答辩会，提出指导建议并确定预推优校级重点团队（丝绸之路经济带主题团

队按 25%推荐，其他推荐主题团队按 10%推荐） 

（3）团队等级分为校级团队和院级团队，校级重点团队为预推优，预推优

团队校院团委在管理中予以重点支持，开学结项后会再次评审，最终校级重点

团队以结项评审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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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项成绩将纳入结项评优考核。 

1.2 立项基本要求 

（1）人数 8-10 人，截止时间后团队人数仍处在“招募中”的团队视为未

完成申报； 

（2）填写完毕实践专题网站团队基本信息、成员信息、指导老师、选题意

义及创新点、实践方案及可行性分析等六项内容的全部项； 

（3）符合该选题的基本要求，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点限制，校友寻访的

人数限制等，详见《关于开展 2014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正式通知》。 

如不满足以上立项基本要求，不予立项及评优。 

1.3 立项评审机制 

暑期社会实践申报过程由各学院分团委具体负责实施，各学院应结合校团

委暑期社会实践要求，组织动员学生组队或个人进行申报，并组织学院专业老

师及硕博辅导员对实践项目的立项及推优进行审批。工作安排如下： 

（1）立项 

【分团委】请各学院分团委按照评审标准，根据建议邀请相关专业老师对

实践团队立项材料进行深刻，并通过实践网站将审批通过的实践团队状态由“冻

结”改为“立项”，审批未通过的实践团队状态由“冻结”改为“修改”。 

【实践团队】“丝绸之路经济带”未立项成功的团队可根据建议再次修改，

在 29日后随其他推荐主题团队审核，或改参与其他推荐主题。 

（2）推优 

【分团委】请各学院分团委按照评审标准，将团队等级设置为“校级团队”

或“院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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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件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立项评审表 

实践主题  主题归类  

实践队长  联系方式  

评审老师  学院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评价细则 

选题 30% 

主要考察选题的学术价值或

社会意义，属于问题导向型

且足够聚焦，和自身研究能

力匹配。 

优秀：沿海经济特区中小型服装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瓶颈分析及未来规划——以广东

宾宝服饰有限公司为例（地点具体、调研

内容明确） 

不通过：少数民族眼中的中国形象（过于

宽泛，无地点、民族的限制，自身研究能

力无法驾驭所有少数民族对所有中国形象

的认知） 

研究 

基础 

及 

实践方案 

50% 

主要考察实践团队的前期相

关研究成果和主要参考文

献，实践方案的创新之处、

实践内容及安排和项目可行

性。 

优秀：具有充分的前期文献研究，资源丰

富，实践方案详实可行且具有创新性，能

够支撑调研主题。 

不通过：实践方案不可行，且不能够很好

的支撑调研主题。 

管理 

（学院 

考核） 

10% 

主要考察团队成员丰富程度

（学院分散、指导老师、硕

博辅导员、留学生） 

优秀：性别均衡，实践团队成员分布于 3

个学院以上，跨年级组队，包含本硕博留

学及指导老师。 

不通过：人数不足 8 人，高年级同学、硕

博辅导员和指导老师均无。 

10% 
主要考察实践团队参与实践

前期指导课情况 

优秀：实践团队参与前期指导课积极，每

个模块课程参与不止一门。 

不通过：实践团队参与前期指导课情况一

般，不满足每个模块课程参与至少一门。 

综合评价 A. 建议立项 B.不建议立项 

改进建议 
1．选题修改建议 

2．变换主题归类建议 

3．实践方案建议 

注：有一项不通过则立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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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传报道方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宣传报道方案 

我校 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于 5月启动，经过近一个月的广泛动员、自主申

报、分级评审，暑期社会实践立项阶段工作已经结束。随着暑假的到来，各实

践团队也即将踏上征程，进入实践主体活动的实施阶段。  

为了配合活动的开展，加强对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宣传，使大家更加

全面地了解各团队在活动中的进展，更好地展现实践队员们的精神风貌，现特

向所有实践团队征集相关稿件、图片、短讯等素材。我们将制作 2014年暑期社

会实践快报《征途》，另提供多种渠道如 OA 平台、成长惠园网站、微信平台、

人人网、新浪微博、优酷视频、QQ群等方式对我校暑期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

高频率、深度化的跟踪报道和宣传，并将各类宣传品制作成纸质版及电子版在

校内外公开发放。 

2.1 各类宣传方式的介绍 

2.1.1 暑期社会实践快报 

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宣传专刊，每四至五天制作一期，据实践期间具体情

况调整，并制作特刊合集。稿件以自行撰写的文稿为主，也可提交当地媒体的

有关报道。内容涵盖对实践活动人、事的深入报道，实践期间团队心得体会、

趣闻轶事，实践动态及新闻短讯，团队成员创作的与社会实践有关的诗歌、散

文、漫画等。我们将对收集到的素材进行筛选，择优编辑成各期快报,全力打造

风格积极向上、及时向读者报导实践情况的的先锋刊物。  

2.1.2 暑期社会实践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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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制作电子版画册四期，包括一期工作介绍专题、

两期实践采风专题、一期成果展示专题。其中工作介绍部分会整合实践前期准

备工作、指导课情况等照片；实践采风专题将从团队实践照片中精选清晰、表

现力强、触动人心的照片；成果展示专题包括展板、成果集等图片汇编，制作

成册后发布在 OA及实践专题网站。 

2.1.3 人人网主页，微信平台，新浪微博  

人人网、微信以及新浪微博作为公众间互动交流的有力平台，也将在本次

暑期社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校内沟通，也是向社会大众展示

我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窗口和提升我校社会影响力的途径。我校社会实践专

用人人网账号为“贸大实践”，微信公众账号名为“贸大实践”，新浪微博用户

名为“贸大实践”，我们将每天实时登陆查看各团队最新消息，与大家积极互动

交流，并摘取人人网及微信、微博上的优秀短讯、留言，刊登在实践快报中。  

2.1.4 暑期社会实践专题网站  

我校暑期社会实践专题网站网址为：uibeshijian.uibe.edu.cn。改版后的

实践专题网站改进了团队投稿等功能，今年暑期社会实践网站将重点以图片、

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对各团队社会实践进程进行动态追踪。鼓励各团队在实践过

程中拍摄微视频记录实践经历，并及时报送至校团委，我们将选取优秀视频片

段编辑进暑期社会实践表彰大会的开场视频中。 

2.1.5 其他宣传方式  

以实践快报专刊作为第一平台，依托 OA信息平台、成长惠园网站“发现”

板块、校新闻网、校报、小天鹅 BBS、团学之窗、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网页等进

行社会实践宣传即动态报道，鼓励各实践团队充分运用媒体资源，与相关报刊、

网站、媒体官方微博建立联系，充分利用实践团队和广大同学的力量，提高贸

大暑期社会实践社会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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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类宣传方式具体要求 

2.2.1 暑期社会实践快报与画册投稿  

（1)所有稿件投递时需自行选择相应板块，各板块简介及要求见“附件二：

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快报板块内容简介”。  

（2)稿件内容必须及时、准确、直接地反映暑期实践活动有关情况。  

（3)稿件和图片可以由团队集体或由个人上传至实践网站，由学院进行筛

选后上报至校团委，每个学院每天上报不超过 5篇稿件，校团委将从中择优选

出高质量稿件刊登在实践网站或暑期实践前线快报上。是否按时按量提交稿件

及图片以及提交有效稿件的数量及质量将作为团队和个人评优的参考指标。每

支团队在实践开始至结束后一周之内必须完成至少 5篇稿件、10张的照片的上

传,不合规格的稿件一律作废稿处理，不予统计。  

（4) 线上投稿标题前应注明所属主题分类，如“丝绸之路经济带|走进南

图——记初探南京云锦贸易现状”；选择投稿征途板块；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

道等；并在文章第一段首注明团队名称及供稿人姓名（字体加粗），如“（梦之

队 马文 供稿）”。 

（5) 投稿图片应主题鲜明，图像清晰，分辨率为 1280×960以上，存为

JEPG格式，通过“文稿配图”的附件上传，不要在“投稿内容”里上传，且不

得超过 1张，大小不得超过 3M，需有图片注释。图片名称统一为“队名+地点+

事件”。 图片需展示具体实践内容（如访谈、发放问卷、实地考察等），上传

照片中须至少 1张、至多 3张全体实践成员身着实践衫、手执实践旗的合影。  

（6) 其余具体投稿要求详见实践网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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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网站视频上传  

投稿视频请上传至优酷公共账号“贸大实践”，账号：uibeshijian@163.com，

密码：uibeshijian。其中视频标题命名为“视频主题+团队名称+（队长姓名）”，

例如“‘青春无悔献基层 朴实无华砺人生’大学生村官实践队（李华）”。简介

部分详细介绍视频内容。标签内容为“对外经贸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及其

它符合团队视频特色的标签。 每支团队实践开始至结束后一周之内必须完成至

少 1个实践视频的上传，形式可以为微电影或访谈录像等。 

在实践网站提交时标题命名为“队名+地点+事件”；并选取一张图片作为视

频配图（大小不得超过 3M）；将优酷视频链接地址填写在“视频地址”里；填

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等；在视频介绍处注明团队名称、团队主题、视频地点、

具体事件等信息。 

2.2.3 人人网及微信、新浪微博消息  

（1) 鼓励各团队自行注册微博、微信、EA平台“发现”账号，并及时通

知校团委，实时记录团队动态。欢迎其他团队设立多种宣传方式，全方位展现

本团队实践活动。 

（2) 各团队均应及时关注我校社会实践官方人人主页“贸大实践”及同名

微信、新浪微博平台，确保重要信息的接收，了解我校实践动态。实践期间，

每支团队应@贸大实践 账号推送至少 10 条图文微博。 

（3）建议各团队注册人人网公共主页，并将实践期间所有图片上传至公共

主页相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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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相同实践地或相同选题方向的实践团队间应加强沟通，鼓励实践团

队和广大同学线上互动，相互关注、鼓励，及时反映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使人

人网、微信、微博和 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交流 QQ群成为暑期社会实践参与者

的有效沟通平台。  

2.3 附件二：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快报板块内容简介  

1.实践路上（封二） 

“实践路上”以世界地图为背景，每期选择几支实践团队的实践简讯、感

悟、微博，并在地图上标注实践团队的方位。在总览实践概况和进展、了解团

队的实时动态的同时，保证了使各团队与学校的沟通与联系以确保团队出行安

全。字数 20-50字。 

2.一页世界（扉页） 

设立题为“一页世界”的序言板块，该板块作为每一期的开头，通过向学

校指导教师约稿的方式，寄语即将出发或已在实践中的团队，字数 500—800

字左右。约到指导老师稿件的团队结项评审有额外加分。 

3.封面故事 

设立题为“封面故事”的深入报道板块，该板块对每期封面图片展示的团

队进行详细报道，主要讲述封面照片背后的实践故事、调研故事、深入介绍实

践团队或队员、展示阶段性实践成果。以报告类文体或叙事类文体为主，文稿

字数 2000字以上，并附照片 5-10张。 

“封面故事”中，我们将选取一张或一组照片作为本期快报封面，文稿内

容围绕封面照片展开，每期快报中最多采纳 1篇。 

4.实践采风 

设立以“行间笔墨”为主题的实践内容展示版块，该板块主要介绍实践当

地的风土人情、实践过程的趣事花絮、实践中增长的知识等。篇幅中短，文体

http://portal.uibe.edu.cn/eapdomain/static/cmsfiles/pim/File/2013070106070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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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推荐不同形式，如漫画、日记体、游记体等，最好有配图。字数 500-800

字为佳。 

5.行间笔墨 

设立题为“行间笔墨”的成长收获板块，该板块以实践团队或个人的感悟、

心得体会为主要内容，与其它团队分享经验，给人以启迪。文稿字数 800-1000

字。 

6.光影青春、实践最美瞬间（封三、封底） 

设立题为“光影青春”的板块，展示优秀实践照片，定格实践精彩瞬间，

以胶片记录团队难忘回忆。每一期“光影青春”板块将进行“实践最美瞬间”

的评选，即从众多实践照片中选取一张单独作为封底，请参与评选的团队用一

段话对照片参与评选的原因进行说明，说明 100-200 字为宜。精选主题特色鲜

明、有现场感、富张力、清晰度高，分辨率为 1280×960 以上的照片，照片名

称为“团队名称+队长姓名+照片拍摄者+照片说明”。每期采纳 7—9张照片。 

7.微言大义 

设立题为“微言大义”的一句话简讯（主要摘编微博、微信、人人中的内

容），概况实践团队当天调研进程，字数 140字以内。每期快报放置 6-10条，

部分简讯需要配有图片。 

除上述板块外，2014年实践快报设立“人物传真”和“实践心语”两个板

块，将根据团队来稿情况，积累至一定数量不定期加入快报。 

1.人物传真 

设立以“人物传真”为主题的版块，主要介绍团队成员、老师或实践过程

所遇见的人，以相关事例辅以展示，传记体或叙事体为主，字数 500—1000字，

最好有人物特写照和场景动作照。 

2.实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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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以“实践心语”为主题的版块，主要展示社会实践中触动人心灵的文

字，文体以散文和诗歌为主。散文 800-1000字、诗歌 100—300字为佳。 

此外，2014年实践快报将编辑“丝绸之路经济带调研专题”特刊两期、“京

津冀一体化调研专题”特刊一期及“国际化社区调研专题”特刊一期等。 

 

3.师生互评制度 

201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师生互评制度 

为促进我校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与指导老师、硕博辅导员进行交流，增进

师生良好沟通，进一步达到制度化、规范化、精品化的目标，特制订互动评审

项目，以反映个人与老师的交流情况反馈记录，及师生互相评价。 

3.1 反馈记录 

交流指导要求： 

指导老师与实践团队至少交流三次，实践前、实践进行时、实践结束后。 

具体交流内容应包括对实践主题、主题归类、实践目的、选题意义及创新

点、可行性分析、调研方式的建议。 

与指导老师交流后，实践团队应对实践内容按照老师要求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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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反馈记录 

实践主题  

主题归类  

实践单位  

所属单位 □ 是（请填写校级组织或社团全称）___________  □否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实践队长  联系方式  

交流时间  

交流目的  

问题及主

要内容 

 

 

 

 

 

 

 

 

     

老师建议 

 

 

 

 

 

 

 

老师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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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导老师评价表 

201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教师评价 

实践主题  

主题归类  

实践单位  

所属单位 □ 是（请填写校级组织或社团全称）___________  □否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实践队长  联系方式  

 

评价指标 
评价选项 

（A、很好  B、好  C、一般  D、不好） 

工作认真负责，耐心回答学生问题  

了解实践团队情况，通过发送站内信、短信、

邮件等方式联系实践团队 
 

对实践调研结果起到了帮助和作用  

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调研能力、科研能力及学

习能力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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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践团队评价表 

201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评价 

实践主题  

主题归类  

实践单位  

所属单位 □ 是（请填写校级组织或社团全称）___________  □否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实践队长  联系方式  

评价指标 
评价选项 

（A、很好  B、好  C、一般  D、不好） 

态度认真，能够主动找老师寻求帮助  

在实践过程中主动与老师沟通，主动

向老师汇报实践情况 
 

老师提供修改建议后能立即对内容进

行修改 
 

在与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注意礼貌，能

做到良好沟通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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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项评审及评优办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结项评审及评优方法（草案） 

以开学后发布的正式通知为准 

4.1结项材料提交 

为更好地推进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开展，促进各团队有步骤、有条理、

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调研任务，顺利结项，特制定结项相关规定如下： 

结项材料说明 

各团队须按照推进时间的统一安排，在规定时间提交符合要求的结项材料。

以下为结项材料说明： 

1、 主题团队（除企业发展案例实践调研专题、校友寻访实践调研专题） 

(1) 必交材料 

①团队（个人）信息表。详见附件一：《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信息表》； 

②数据分析报告一份。对问卷题目进行分析，形成数据报告，并辅助以图

形、表格，不低于2000字，电子版命名为“数据分析报告+报告主题+队长姓名+

队长联系方式”； 

③深度访谈报告五份。根据实际调研需求进行访谈活动，并整理提交记录

详尽的报告，每份不少于1000字，电子版命名为“深度访谈报告+报告主题+队

长姓名+队长联系方式”； 

④调研报告一份。结合数据分析报告和深度访谈报告，形成1份调研总报告，

字数不得低于4000字。按照“现状描述-问题原因分析-对比分析-对策建议”的

思路来进行撰写，报告应全面系统精炼地展示此次实践成果，此外，鼓励各调

研组就发现的重要经验、做法、问题等形成若干分报告，电子版命名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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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报告主题+队长姓名+队长联系方式”； 

⑤团队总结一份。与调研报告侧重点不同，主要介绍活动概况，突出实践

调研的活动亮点、主要收获、心得感想等，电子版命名为“团队总结+队长姓名

+队长联系方式”； 

⑥个人小结。每人一份，与团队整体的成果及总结不同，侧重写个人在课

题中所负责部分的调研内容及收获，电子版命名为“个人总结+实践队员姓名+

联系方式”； 

⑦影像资料。各团队均需上交具有代表性的电子版活动照片，数量不少于

30张，照片分辨率要求在1280×960以上，存为JPEG格式，并配有少量文字描述，

电子版放至于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命名为“实践活动照片+队长姓名+队长联

系方式” ；实践视频材料（录像剪辑、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不限）； 

⑧宣传资料。每个团队至少通过实践网站上传3篇图文新闻稿，每篇800字

以上，如有媒体报道，请上交刊物原件（将在评比过程中给予加分）； 

⑨实践鉴定表。需单位证明该团队确实进行了实践调研活动并做出简单评

价，并加盖单位公章。详见附件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鉴定表》。 

(2) 选交材料 

实践基地意向表（选交材料）。详见附件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实践基

地意向表》。 

2、 企业发展案例实践调研主题 

将主题团队上交材料中的调研报告变为企业调研案例，结合数据分析报告

和深度访谈报告，形成1份企业调研案例，字数不得低于4000字。按照“企业发

展现状描述-发展瓶颈原因分析-对比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来进行撰写，报告

应全面系统精炼地展示此次实践成果，此外，鼓励各调研组就被调研企业的重

要经验、做法、问题等形成若干分报告，电子版命名为“企业调研案例+案例主

题+队长姓名+队长联系方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管理手册 

23 
 

其余结项材料与主题团队要求相同。 

3、 校友寻访实践调研专题 

(1) 必交材料 

①团队（个人）信息表。详见附件一：《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信息表》； 

②校友生涯访谈记录。根据实际调研需求进行访谈活动，并整理提交记录

详尽的报告，不少于3000字，电子版命名为“校友生涯访谈记录+访谈主题+队

长姓名+队长联系方式”； 

③个人生涯规划。每人一份，根据访谈结果及个人感想，书写个人生涯规

划，不少于5000字，电子版命名为“个人生涯规划+实践队员姓名+联系方式”； 

④团队总结一份。与调研报告侧重点不同，主要介绍活动概况，突出实践

调研的活动亮点、主要收获、心得感想等，电子版命名为“团队总结+队长姓名

+队长联系方式”； 

⑤个人小结。每人一份，与团队整体的成果及总结不同，侧重写个人在课

题中所负责部分的调研内容及收获，电子版命名为“个人总结+实践队员姓名+

联系方式”； 

⑥影像资料。各团队均需上交具有代表性的电子版活动照片，数量不少于

30张，照片分辨率要求在1280×960以上，存为JPEG格式，并配有少量文字描述，

电子版放至于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命名为“实践活动照片+队长姓名+队长联

系方式”；实践视频材料，录制校友访谈视频，包括校友工作环境、访谈场景

及过程等； 

⑦宣传资料。每个团队至少通过实践网站上传3篇图文新闻稿，每篇800字

以上，如有媒体报道，请上交刊物原件（将在评比过程中给予加分）。 

(2) 选交材料 

借助校友积累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校友实习实践基地，对母校学

生的实践、实习、就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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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校友可通过本身在单位勤奋工作的良好评价，使用人单位乐意接

收母校的毕业生；或通过给母校提供就业信息及通过推荐引进，为毕业生和用

人单位之间架起就业的桥梁。另一方面，许多校友可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人

际关系，在用人单位建立起实习实践基地。 

4、 实习类实践 

①团队（个人）信息表。模板见附件一：《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信息表》； 

②个人实习报告。电子版命名为“个人实习报告+报告主题+姓名+联系方

式”； 

③个人总结。每人一份，与实习报告不同，侧重写个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感

受与收获，电子版命名为“个人总结+姓名+联系方式”）； 

④影像资料。各团队均需上交具有代表性的电子版活动照片，数量不少于

30张，照片分辨率要求在1280×960以上，存为JPEG格式，并配有少量文字描述，

电子版放至于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命名为“实践活动照片+姓名+联系方式” ；

实践视频材料（选交材料，录像剪辑、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不限，将在评比

过程中给予加分）。 

4.2 评审答辩流程 

所有社会实践论文将统一由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具体评审标准详见

《结项论文评审表》，其余实践结项材料将由学院实践工作小组负责审核。根

据书面评审结果学院推优校级团队，校级团队中选取书面评审分数较高团队进

行答辩。 

4.3 成绩核算方法 

暑期社会实践结项评优工作由各学院分团委与校团委共同组织开展。各学

院分团委应结合校团委暑期社会实践要求，评选出院级重点实践团队，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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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优给校团委，再进行校级重点团队评选工作。 

成绩核算主要参考立项评审成绩、结项材料书面评审成绩、结项答辩成绩

及其他加分。具体计算比例详见正式通知。 

部分加分项： 

（1）形式新颖精致，运用多种有效的形式如：视频、图片、媒体正面报道

等； 

（2）有留学生、研究生或博士生参加；指导老师随队参加实践； 

（3）学术成果发表、实践造成重大影响等； 

（4）建立实践基地。 

4.4 奖项设置 

校级奖项分为团体奖和个人奖，团队奖项按等级包括校级精品团队、校级

重点团队、校级一般团队，团队特色奖项包括优秀通讯奖、优秀摄影奖、优秀

视频奖、最具媒体影响力奖等，个人奖项包括实践标兵、优秀硕博辅导员、优

秀指导老师、先进工作者等。不同奖项对应不同的实践经费及奖品。 

 

附件一：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信息表 

队

长 

学

号 

所属

单位 

社

团 

联系

方式 

团队

名称 

实践

人数 

实践

主题 

调研地

点 

媒体报

道情况 

是否建

立实践

基地 

实践

时间 

                

例如：

新疆省

乌鲁木

齐市乌

鲁木齐

县 

媒体名

称及网

址 

否/基地

名称 

例

如：7

月14

日-7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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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鉴定表 

实践主题 

 

实 践 

地 点 
 

实 践 

时 间 
 

实 践 

内 容 
 

实践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 

意见 

 

 

 

 

 

 

 

团队自我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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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实践基地意向表 

实践主题  

所属部门                      学院/社团 

实践单位  

实践时间  团队人数  

实践队长  联系电话  

实践基地联系人  联系方式  

实践基地

介绍 

 

 

 

 

实践基地

对实践团

队的反馈 

 

 

 

 

 

实践单位代表签名：               

时间：                    

实践基地

对社会实

践的合作

意向 

 

 

 

 

 

 

 

 

 

 

（加盖单位公章）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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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小践有话说# 

小践：立项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实践了吗？ 

小石：不是这样哦，6月下旬，相关专业老师组织各个选题方向的下属

团队进行选题论证及立项答辩会，提出指导建议并确定预推优校级重点团

队，想要申请校级重点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呢。 

 

小践：怎么能全面地了解各团队在活动中的进展呢？ 

小石：暑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快报《征途》，

也可以登陆OA平台、成长惠园网站查看实践活动进展，关注“贸大实践”

微信平台、人人网、新浪微博也可以看到同学们的实践生活哦。 

 

小践：实践时怎样投稿呢？ 

小石：小伙伴们可以将实践快报的文字和图片图稿打包发至邮箱uibe

shijian2014@126.com，视频投稿视频及微电影请上传至优酷公共账号“贸

大实践”，账号：uibeshijian@163.com，密码：uibeshijian 

 

小践：结项时需要上交的材料都有哪些呢？ 

小石：主题团队需要上交团队（个人）信息表一份、数据分析报告一份、深

度访谈报告五份、调研报告一份、团队总结一份、个人小结（每人一份）

、影像资料实践鉴定表、宣传资料；另外，企业发展案例实践调研主题、

校友寻访实践调研专题、校级组织及社团实践团队、实习类实践需要上交

的结项资料和主题团队不太一样，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这本管理手册吧~ 

 

小践：最终成绩是怎样核算的啊？ 

小石：成绩核算主要参考立项评审成绩、结项材料书面评审成绩、结项

答辩成绩和其他加分。具体计算比例届时会正式通知的，童鞋们记得关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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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小践：成绩加分项有哪些呀？ 

小石：展现形式新颖精致，运用多种有效的形式可以的得到加分；有留学

生、研究生或博士生参加，指导老师随队参加实践也可以得到加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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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全指南 

 

针对同学们在暑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可能遇到的各类

紧急状况，社会实践安全指南为大家梳理了各类活动注意事项，并给出了相关

安全应急预案，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在社会实践中牢记安全为重，遇到意外

状况及时与学校相关负责人联系，保证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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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注意事项及安全须知 

各学院分团委、各实践团队： 

随着期末考试的结束，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即将踏上新的征程。由于天气、

交通、身体状况等原因，加上实践或调研任务繁重，异地出行等原因，安全成

为实践队伍出行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现将同学们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情况做一提示说明，为同学们提供参考。实践出行前，各学院学生工作负责

人、分团委书记、相关年级辅导员务必向各实践团队的指导老师、领队及全体

实践队员传达本须知内容，并要求所有参与社会实践的人员务必认真阅读、时

刻牢记，切实保障每位参与者的安全。各项具体要求如下： 

一、 实践安全基本要求 

1.本次暑期社会实践学生应在出行前，告知家长本次活动安排，让家长充

分了解实践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得到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以团队为单位

在学院备案登记。对于未得到家长同意擅自出行的团队，其安全问题责任自负。 

2.在实践团队出发前，各学院应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各实践团队安全负责

人应召集小组成员，结合本团队情况研究出行安全管理方案，了解学校要求的

安全信息上报流程，并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按时进行信息上报。 

3.学校已为参加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购买短期意外保险，但对于

个别学生因未及时在申报网站上登记个人信息，而造成没有购买保险的，学生

应另行自购相关保险，否则出现问题责任自负。 

4.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要求各实践团队务必牢记“安全第一”的观念，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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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安全纪律，严格按照有关指导意见完善本团队的安全措施，不散漫，不冒险，

不存有侥幸心理，确保实践过程安全顺利进行。对于因为个人不注意日常安全、

不遵守相关规定引起的事故，后果由个人承担。 

5.慎重接受媒体采访，任何媒体采访必须经过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在

接受采访中任何人只能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未经许可不得以校方名义发表观

点，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名誉。 

二、 保持联系通畅 

1.实践活动开始前，实践队员之间应加强认识与沟通，以便在实践期间分

组活动时随时可以取得联系。各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应在出发前根据校团委发

放的安全指南，告知团队成员暑期社会实践期间的信息上报渠道和应急联系方

式，以便使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得到及时反馈与解决。 

2.实践活动开展期间，每位实践队员都应保证其报名登记的手机及邮箱保

持畅通，以便学校及学院可以联系到每位队员，并将相关信息及通知及时传递

给每位实践队员。 

3.各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在每天实践活动结束后必须清点队员人数并确认

队员的身体健康和财物安全情况，对团队安全进行评价，如有任何问题应及时

联系校团委、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同时，实践团队应通过各种信

息渠道了解实践地点的天气等情况，为实践活动的开展做好准备工作。 

4.实践团队应提前做好实践地联系及相关信息收集工作，每位队员应提前

了解实践地点有关的政府部门、警方、医疗机构以及接待单位的联系方式，并

掌握 110、120、122 等常用紧急号码。 

5. 全体实践队员都应牢记需要上报的安全事件，如因瞒报、缓报而造成损

失，实践团队领队及相关队员应对此负责。需要立即联系学生家长，并上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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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联系当地警方、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

的安全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1)导致队员人身伤害或者威胁人身安全的事故，例如交通事故、触电、溺

水等事故，野外活动不慎导致的大面积擦伤、骨折、烫伤、感染等伤害。 

(2)影响队员身体健康或者威胁队员身体健康的事件，例如食物中毒，需要

接受治疗的中暑、日射病、热射病，队员个人身体状况不好导致的其他疾病。 

(3)可能影响到集体安全的事件，例如洪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疫情灾害。 

(4)队员擅自脱离队伍、走散、失踪，其他队员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以下情

况应及时上报：个别队员未请假离队三小时以上或者在请假预定归队时间三小

时后不归队的；个别队员夜间未请假离队一小时后或者在请假预定归队时间一

小时后不归队的；个别队员未请假夜不归宿（紧急情况下除上报学校及学院外，

还应积极向当地警方寻求帮助）。 

(5)严重的财物损失，例如住宿地点遭遇盗窃、抢劫等情况（建议实践队员

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及其它贵重物品）。 

(6)其他经实践团队认定为影响到安全并需要学校协助的事件。 

三、 保证人身安全 

1.实践过程中，实践队伍应当建立严格的请假、销假制度，原则上不允许

单个队员脱离实践队伍单独行动；必要情况下，有队员单独行动时，必须向团

队安全负责人说明事由、前往地点、返回时间以及确保联络畅通；实践队伍尽

量减少夜间外出，尤其禁止队员夜间单独外出；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让女生

单独行动。 

2.为便于紧急情况下的迅速行动，建议女生不要穿裙子，不推荐穿拖鞋和

凉拖，推荐长发同学将头发扎紧，野外活动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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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乘坐具有安

全保障、具有合法客运资格的车辆，不乘坐超载、无照等非法车辆；乘坐长途

交通工具可考虑同时购买交通票证附带的保险等。 

4.注意实践地点的天气、水文和地质情况，了解当地的洪涝灾害和地质灾

害高危地区，实践活动开展应避免存在灾害隐患的地点。 

5.野外活动避免在危险地带活动，严禁参加野外登山、探险活动；严禁实

践过程中在河流、湖泊、池塘中游泳；雷雨天气不要在高处、树下、避雷设施

附近接打手机；严禁在野外用火，尤其是森林、草原等高火险地区。 

6.遵守实践接待单位的安全要求，在石油、化工、核能、电力、建筑等单

位工作区参观访问时，应按照接待单位的要求做好安全工作。 

7.注意用电安全，在居住地点和活动地点不要私拉电线，尽量避免在距离

电力设施和高压电线很近的地方活动。 

8.注意实践地点的治安状况，尽量避免在案件多发地区和多发时间开展实

践活动；禁止酗酒、赌博；不参与、不围观打架斗殴行为，避免和他人发生冲

突；避免卷入各种群体性事件，防止被人利用和胁迫。 

9.严防暴力犯罪事件的侵害；女生避免穿着过于暴露的服装，避免在人烟

稀少地区或夜间单独活动；遇到治安案件和犯罪案件时及时寻求警方的协助。 

10.警惕非法组织的活动，遇到犯罪分子要及时报警。 

11.严禁实践团队成员在社会实践期间进入涉及“黄、赌、毒”的场所。 

四、 保证身体健康 

1.应注意避免在高温、高湿、阳光直射等不利环境下长时间活动，合理饮

食，充足饮水，尽量减少中暑、日射病、热射病等情况的发生机率。 

2.在紫外线强烈的地区，例如高原地带，应注意采取防晒措施，避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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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伤等情况。 

3.合理安排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证睡眠时间。 

4.注意饮食卫生，外出就餐注意选择具有一定卫生条件的场所，尽量少食

用生冷食品，尽量不要饮用生水，如无绝对必要，不食用和饮用野外采集的食

物和水源。 

5.了解当地传染病和寄生虫疫情，针对实践地的情况预先咨询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做好防疫准备，必要时可提前注射疫苗；了解当地危险动物的活动

情况，并做好相应准备。 

6.搞好个人卫生，根据当地情况准备合适的衣物及卫生用具并妥善保管，

减少由于高温、高湿、蚊虫叮咬等原因引起的各种疾病。 

7.实践过程中推荐穿长裤、袜子和运动鞋，减少被划伤和蚊虫叮咬的可能

性。 

8.建议各实践团队出行前组织队员学习一些夏季常见病的处理，携带出行

常用药箱。 

9.有人员出现轻微伤病时，如果没有在医院接受治疗，务必安排身体状况

良好的人员陪同，不要让伤病人员单独停留在住宿地点或活动地点，如病情恶

化需要及时联系家长，并告知校方。 

五、 保证财产安全 

1.注意贵重物品的保管和存放：队员之间互相熟悉携带的行李，便于互相

照看；上下交通工具、更换住宿地点时注意清点物品，避免遗失；乘坐列车时

记住车厢、座位、铺位号，乘坐汽车等交通工具时注意记录车号，便于出现问

题时查找和联系。 

2.夜间乘坐交通工具，贵重物品注意贴身存放，睡眠过程中不要将贵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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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放在行李架上，减少被盗窃的可能。 

3.出行时注意防范扒窃和双抢案件，钱包、手机等物品不要放在双肩背包

里或者挂在胸前；如无必要，不佩戴首饰，尤其是贵重首饰。 

4.注意防范银行卡犯罪，妥善保管证件，有效证件和银行卡不要放在一处；

不携带大量现金，并且尽量不要集中一处存放；使用 ATM 机应注意周围是否有

可疑人员，注意 ATM 机上是否有可疑的附加设备；ATM 机吞卡时应持回单并及

时和 ATM 所在银行联系或者向发卡行挂失；任何情况下，不将卡号和密码以及

身份证号码告诉陌生人（包括银行职员）。 

5.注意防范诈骗案件，定期和家人联系，不向陌生人泄漏自己的身份证号

码和家庭联系方式；请家人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传达的消息，如有任何消息应

及时和学校有关部门联系，切勿向陌生人或者陌生账号转账汇款。 

六、 有关外国留学生在华实践的注意事项 

为了进一步丰富我校外国留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加他们的语言实践机会，

加深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了解，增进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文化交

流，我校大力支持和鼓励留学生参与暑期社会实践，留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

学习情况，积极加入到暑期社会实践的队伍中来，但必须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遵守我国政府和当地部门的法律法规； 

2.遵守上述安全规则； 

3.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尊重当地风俗文化； 

4.留学生如遇紧急情况可主动向外国驻华使（领）馆寻求援助； 

5.与外国留学生共同组队、合作实践的中国学生应当注意与留学生交流的

方式方法，应划清政治问题、宗教问题与学术问题、生活方式之间的区别。 

6.在政治问题上，要划清模糊认识、不同政治观点同污蔑和挑衅性言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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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界限。对有模糊认识的，应耐心进行解释；对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应正面

说明我们的观点，求同存异；对污蔑和挑衅性的言论，应严正表明我们的立场，

但不与纠缠。 

7.在学术问题上，允许学生自由讨论和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要强求一致。 

8.对生活方式问题，只要不触犯校规和我国法律，不要干预。 

七、 有关中国学生出国实践的注意事项 

为了积极推进我校国际化战略工程，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学校鼓励学生走出国门，组织和参加海外社会实践交流团队，尝试建立

海外社会实践基地，推动我校社会实践走向世界，我校学生在海外实践过程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安全事项： 

1.遵守所在国家、政府和当地的法律法规，不违反交通规则； 

2.外出时应携带护照、学生证等身份证件，遇有情况及时报警并告知实践

单位； 

3.注意遵守实践所在地的保密要求，自觉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4.中国学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静，如果在语言沟通和生活上存在

一些问题，可与负责行程安排的旅行社或当地的华人组织、校友会等有效地沟

通，尽量避免一些危险因素； 

5.经常浏览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网站和当地华文媒体，了解最新的预警信息，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与大使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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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安全应急预案 

为保证本次社会实践安全、顺利地进行，协调所有资源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同学们的人身、财产安全，特制定如下安全应急预案： 

一、 工作原则 

（一）层级负责原则。各部门、学院、团队要始终将安全放在各项工作的

首位，认真开展安全教育工作，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和逐级报送制度，明确各单

位、学院和团队在实践管理中重大责任。 

（二）即时上报原则。各实践团队要精心组织实践活动，活动中，成员必

须服从团队统一安排，任何团队成员未经领队许可不得单独行动，要求做到纪

律严明，管理严格，在遇到突发情况，应即时上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办公室，

由学院即时上报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三）妥善处理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时，各部门、学院和团

队应按照相关流程，立即启动相应预案，妥善处置紧急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

意外事故带来的损失。 

二、 管理机构 

（一）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由主管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各

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组成，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文  君 

副组长：王丽娟  王云海  陶好飞 

组  员：徐文兵  申爱华  雷  亮  赵鸿韬  孟大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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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蕾  田文泉  李  峰  李  勇  刘  琳     

阎丽鸿  徐  松  闫  静  张志娟 

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校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的统筹规划工

作，并及时研究、解决社会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等。 

（二）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由校团委老师、团委实践部及宣传部

负责人等学生骨干共同组成，具体人员名单见附件一。 

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执行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的

决议，协同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全面跟进、收集实践团队的活动信

息，并将相关信息报送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三）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由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分团委书

记、相关年级辅导员以及学生骨干等人员共同组成，建议结合本学院实际，制

定充分、详细的学院安全应急预案，并面向学院各实践团队公开学院暑期社会

实践管理办公室信息。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名单见附件 1。 

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全面跟进、收集实践团队的活动

信息，有效解决实践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将相关信息报送学校暑期社会实践

领导小组。 

（四）各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一般由带队指导老师、硕博辅导员或团队领

队担任，并在学院及校团委登记信息，如中途更换，须及时到学院及校团委对

变更情况进行备案。 

各实践团队安全责任人应提前就注意事项、安全应急预案等进行具体而详

尽的通知，确保实践队员清楚了解各个细节；在实践活动中，团队安全责任人

要贯彻、执行相关的规章制度，掌握团队队员的情况，全面负责实践团队的安

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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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上报流程 

（一）各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在出征前集中进行前期安全教育，将详细实

践流程与安排告知队员家长并征得家长同意。 

（二）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应在出征前通过暑期社会实践相关

工作会议，集中对各个实践团队的成员以及参加实践活动的全体师生进行前期

安全教育；我们不鼓励存实践团队以高风险方式出行（如长途骑行、地形复杂

山区的徒步等）但在家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团队提供详细出行计划后，团队

可自行出行，相关负责单位须对此类团队重点关注，与参与此类项目的学生家

长进行沟通，并做好沟通信息记录。 

（三）实践期间，各实践团队要与学校、学院保持联系，定时进行团队信

息上报。实践团队按照“每天一报”的原则，以短信、邮件等形式向学院暑期

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报告实践进度及安全情况；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

室按照“每天一报”的原则向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汇报学院实践进度

及安全情况。 

（四）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本着对同学负责的态

度进行现场处理、妥善安排，并及时通知学生家长，并上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

管理办公室，学院即时上报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五）严重突发事件（详见附件二）发生后，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要在第

一时间进行紧急救护处理，及时与当地医院、公安部门、实践单位等取得联系

并争取支持，并以最便捷迅速的方式上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和学校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有关学院、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处理，必要时尽快赶赴现场，稳定实践队员人员的情绪，切实做好相关事件

处理工作。与此同时，与学生家长进行正面沟通，协同商议解决方案（如有必

要，可要求家长同赴现场解决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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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件处理完毕后，各实践团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向学院暑期社会

实践管理办公室提交一份事件处理报告，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汇总信

息并报送学校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信息上报流程示意图： 

 

 

 

 

 

 

 

 

 

 

 

 

信息报送模版： 

团队信息上报模版：XX 团队——XX 队长——安全无事。 

                  XX 团队——XX 队长——情况说明——是否已处理。 

学院信息上报模版：XX 学院——XX 支团队——安全无事。 

                  XX 学院——XX 支团队——情况说明——是否已处理。 

各团队在每天下午 5 点前上报到各学院，如有特殊情况，最晚在每天晚上

9 点前上报；各学院在每天晚上 6 点前汇总各团队安全信息并上报给学校暑期

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如有特殊情况最晚在每天晚上 10 点前上报。 

实践团队出征前安全动员 

 

 

 

 

择实践主题 

选择实践地点 

选择实践时间 
 

选择实践地点 

选择实践时间 
 

各实践团队要与学校、学院保持联系 

实践进度及安全情况 每天一报（短信或邮件） 

一般突发事件 团队安全负责人现场处理，妥善安排 

团队安全负责人紧急处理，争取支持 遇突发事件处理 

严重突发事件 

及时与家长联系，上报学校、学院 

必要时，家长、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 

提交事件处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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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全责任 

（一）实践团队队员有责任向家长详细说明实践流程及安排，并在家长知

情且同意的情况下参加社会实践，如因个人沟通失误导致家长不知情，或因个

人过失而引起安全问题，一切后果由个人承担。 

（二）实践团队安全负责人对本团队的安全管理承担相关责任，实践过程

中，因团队安全管理不严密而导致活动中发生事故并造成损失或伤亡的，由团

队安全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三）未遵照本预案对安全问题的要求，擅自组织活动或擅自变更活动安

排的，将追究个人和组织者的相关责任。 

（四）学校原则上不同意同学参加较大风险的实践活动，参加该项活动的

学生家长应充分了解此行潜在的风险，并对此引起的安全问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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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则 

本预案由共青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一：校团委、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成员及联系方式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学校暑期社会实践 

管理办公室 

主  任 陶好飞 64492171 13810445988 

副主任 

刘  琳 64492024 13810126359 

杨  熙 64493312 13910295948 

陈  玲 64492170 13811420916 

于泓斌 64492274 13381367758 

成  员 

张壬娇  13521336930 

洪焕悦  18613861534 

李欣怡  18811519661 

张  腾  18811512920 

王祖祺  1352186708 

贾明达  1850103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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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经贸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

理办公室 

主  任 赵鸿韬 64493221 13810109105 

副主任 
杨  熙 64493312 13910295948 

毕  帆 64493312 13488654116 

成  员 
魏  馨  15311300079 

华康琪  18504756490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商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孟大惟 64495009 13911856882 

副主任 
王  祎 64493508 13521379611 

孙  静 64493508 13581911619 

成  员 
彭钰捷  13261786989 

叶  倩  15372699718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金融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王春蕾 64495047 13641091006 

副主任 
王祖瑞 64492434 13811298187 

陈玉平 64492434 13810689096 

成  员 
牛小玉  18811519257 

康凤仪  1881095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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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外语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田文泉 64493101 13693058171 

副主任 
李  彦 64493904 13811538990 

张建平  13552075856 

成  员 李瑞菡  13701290812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英语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徐文兵 64493106 13901139021 

副主任 
张杉杉 64493090 13466383776 

黄戈琳  15811006340 

成  员 傅笑璇  18607007209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保险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申爱华  13488852365 

副主任 
汝鲁恒 64495043 15001242896 

刘永栓 64495043 15201133496 

成  员 王  斌  18810956546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公管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雷  亮 64493402 13810036335 

副主任 
王依然  13811927006 

孙小芬 64493402 13501011895 

成  员 刘  强  1326176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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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信息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张志娟 64493626 13911378161 

副主任 
秦东方 64495028 18810360010 

高涵柏  15011367931 

成  员 曹元青  18810957183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法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阎丽鸿 64493705 13701249480 

副主任 
涂  帅 64492061 13811312304 

潘  旭 64493705 13426311439 

成  员 马崧月  13261713262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国关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徐  松 64494095 18601352108 

副主任 
朱志伟 64497048 13488710137 

勾  越  15101164347 

成  员 赵新宇  13261765321 

 

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中文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闫  静 64493804 13501332982 

副主任 
李春雨 64495187 13811304321 

陈  璨  15120013585 

成  员 黎诗诗  1581080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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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统计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刘立新 64492001 13681291156 

副主任 宋寒凝 64497209  

成  员 王梦悦  18810954457 

 

附件二：应急事件分类处理建议 

（一）事件分类 

1.人身安全事件：指酗酒闹事、偷窃、流氓行为、交通事故、溺水、火灾、

人员失踪等。 

2.常见疾病及意外伤害：指中暑、发烧、意外损伤等。 

3.自然状况变化：指由于地震、水灾等自然状况影响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4.语言风俗文化差异：指当地群众与社会实践团队成员因风俗文化差异引

起的沟通障碍等。 

5.其他未予分类列举，实践团队无法自主解决的事件。 

（二）预防与应急处理 

1.人身安全事件： 

(1)团队人员应集体行动，不得擅自离队，如必须离队，须向实践团队安全

责任人请示并保持联络。 

(2)实践团队与当地政府、派出所取得联系并获得他们的应允与支持，明确

相关活动地点和当地医院地址，便于应对突发事件。 

(3)凡危及团队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如交通事故或其他人身伤害），

要以争分夺秒抢救为处理原则，有条件的情况下要立即实施现场救护，并及时

转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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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疾病及意外伤害： 

(1)暑假天气炎热而且多变，容易引起感冒、中暑等疾病，在天气特别炎热

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降低患病几率。 

(2)注意饮食与个人卫生，避免水土不服以及预防流行性感冒。 

(3)实践团队必须携带充足的药物来应对常见的疾病或意外伤害。 

(4)一旦出现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应尽早服药对症治疗，

严重者应尽快就医，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的机会。 

3.自然状况变化： 

(1)实践团队若在活动中遇到自然状况，可适当调整日程安排，另外选择合

适时间开展活动。 

(2)事先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实践团队若在户外活动中遭遇暴

雨、泥石流等自然状况时可请相关部门帮助团队解决因天气变化引起的交通、

意外伤害等问题。 

4.语言风俗文化差异： 

(1)实践团队要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2)实践团队要充分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可通过查阅资料或向当地群

众请教来加强对当地风俗文化的了解。 

附件三：暑期社会实践队长联系方式 

（团队） 

实践主题 学院 队长 手机号码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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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实践主题 学院 联系人 手机号码 邮箱 

          

 

 

#小石小践有话说# 

小践：安全基本要求有哪些呢？ 

小石：同学们一定要把实践活动告知家长哦，一定要在家长同意后出行啊。还

有，一定要慎重介绍媒体采访哦。 

 

小践：安全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小石：童鞋们在实践过程中一定记得和队友、学校、家长保持联系哦，每天都

要用短信、邮件等方式向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报告实践进度及安全情

况的，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要保护好自己哦。另外看管好

自己的财物也很重要呢~~牢记“安全第一，成果第二”的原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管理手册 

51 
 

 

 

 

第三章 实践网站使用手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全面采用线上方式进行立项申报、组队、

投稿、提交材料及结项评审等工作，实践网站的操作尤为重要。网站使用说明

对参与实践的团队及个人需要进行的各类线上操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为同学

们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完成的线上工作进行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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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网站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1.本系统旨在实现我校暑期社会实践无纸化管理，第一年试运行，如有任

何问题请及时反馈给各学院实践负责人，联系方式详见实践正式通知正文。 

2.请大家线下组队、联系硕博辅导员，再通过网站填写。出于诚信及网速

考虑，网站设置以下操作次数限制： 

每个人可加入或退出实践项目三次，第四次加入团队或组建团队后将无法

取消； 

每个团队可邀请 3 名硕博辅导员，每位硕博辅导员只能指导 1 个团队，如

果 3次邀请均被拒绝，则无法再次邀请硕博辅导员； 

3.隐私设置规则如下： 

身份证号码仅用于购买保险，全程加密。 

为防止抄袭，未加入团队时只能看到团队基本信息、成员信息和指导老师

信息，实践项目具体信息无法查看。 

所有人员信息只有邮箱公开，学号不公开，手机号码队长能看到所有队员

的，队员只能看到队长的。 

4.由于港澳台同学通行证号码和大陆身份证号码不同，所以身份证号码填

写未作格式限定，请大家确认输入信息真实准确。 

团队名称、主题等项目均未设置格式限制，如有团队恶意填写无效信息，

一经发现，取消本年度参与暑期社会实践资格。 

如果有同学恶意修改其他团队信息，或攻击本系统，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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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流程 

1.1 登录系统 

1． 准备工作 

登录前请先完善 EA 所有信息（如邮箱等）并重新登录 EA，如果登录显示

用户不存在是没有完善 EA个人信息。 

登录实践网站需使用高版本浏览器（ie7以上）的高速模式（非兼容模式），

如果无法打开网站页面是网速问题，打开后页面文字错位是浏览器问题。 

2． 登录系统 

 

图 1-登录系统 

登录网站 http://uibeshijian.uibe.edu.cn/，（网速较慢情况下可使用备

用网址 uibeshijian.cnsoco.com）点击右上角进入登录页面。 

选择账户类型，账号、密码与 EA平台相同。 

http://uibeshijian.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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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完善个人信息 

 

图 2-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中，姓名、学号、性别，在提交信息时，会自动从 EA更新为正确

的信息，不需要个人做修改。其他项为必填项。 

用户输入个人信息，选择提交，则完成个人账户信息的激活。 

为方便组队，建议上传本人真实头像。 

1.3 修改个人信息 

选择重置，则可修改个人信息（报名截止后，个人信息将不允许修改，请

在截至日期前提交各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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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项目申报流程 

2.1 安全承诺书 

 

图 3-安全承诺书 

选择承诺书，仔细阅读个人责任书、申请者承诺以及安全承诺书，对整体

内容和各项规定均无异议后，点击“我同意”按钮。 

 

2.2 确定实践类型 

 

图 4-实践类型 

实践类型团队实践和个人实践（个人实践和个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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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实践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招募形式，由我校本科生和留学生组成共计

8-10人的队伍，进行至少 7天的实地实践，实践主题分为核心主题和推荐主题，

其中核心主题有固定的团队招募数量，请查看会员中心首页团队招募情况。每

位同学可参与或退出实践项目 3次。 

个人实践在内容以及管理要求上与团队实践一样，但由于人数仅为一人，

相对工作量较多，安全隐患较大，因此建议学生进行团队实践而非个人实践。 

个人实习是指实习或参加海外交流项目、夏令营等，可以通过申报个人实

习，选择主题写实习报告，同样可以获得社会实践学分。 

2.3 担任队长，创建新团队 

2.3.1 创建团队 

 

 

 

图 5-项目创建 

选择团队列表-项目创建-创建团队，或选择我要组队-创建团队（注: 个人

最多参与两个实践项目，如果是队长，则只能参加一个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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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填写基本信息 

 

图 6-基本信息  

用户输入团队信息后，点击提交，则成功组建该实践团队，并自动担任队

长。 

2.3.3 同意成员加入 

 

图 7-同意成员加入  

选择我的团队-编辑-成员信息，进行同意或拒绝成员加入操作。建议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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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与队员进行线下组队沟通，并及时处理线上成员加入申请。 

2.3.4 成员信息 

 

图 8-成员信息 

选择我的团队-编辑-成员信息，查看成员组成（注：2012、2013级学生拥

有 EA 账号，加入团队后自动显示成员信息，2010、2011 级学生以及留学生需

队长选择手动填写个人信息）。 

如果团队中有 2010、2011级学生加入，选择我的团队-成员列表-添加 2010、

2011级学生，手动输入成员信息，点击提交，即可成功添加。 

如果团队中有留学生加入，选择我的团队-成员列表-添加留学生，手动输

入成员信息，点击提交，即可成功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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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指导老师 

 

图 9-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及硕博辅导员不计入团队成员人数。 

 

图 10-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如果团队邀请了指导老师，选择我的团队-指导老师-添加指导

老师，填写指导老师信息并提交。（注：建议每个团队至少线下联系一位指导老

师，但有无指导老师不影响结项） 

 

图 11-硕博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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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辅导员：选择我的团队-指导老师-邀请硕博辅导员，浏览弹出列表中

的硕博辅导员信息，也可通过关键字查询辅导老师信息，点击“邀请加入”，对

方同意后，可加入至该团队。每个团队至多邀请 3位硕博辅导员。 

2.3.6 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图 12-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选择我的团队-编辑-选题意义与创新点-编辑，按要求填写内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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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实践方案 

 

图 13-实践方案 

选择我的团队-编辑-实践方案，分别进行以上各项内容填写。 

2.3.8 可行性分析 

 

图 14-可行性分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管理手册 

62 
 

选择我的团队-编辑-可行性分析-编辑，按要求填写内容即可。 

2.3.9 解散团队 

 

图 15-解散团队  

选择我的团队—解散，全体成员同意后，团队方可解散，解散过程不可逆

转，需谨慎操作。 

2.3.10 团队状态 

分为“招募中”、“解散中”和“冻结”三种状态，招募中的团队队长可修

改团队信息；解散中的团队只能进行“查看”操作；报名截止后自动转为冻结

状态，由学院账号进行审核和推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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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选择加入已有团队 

2.4.1 查看团队列表 

 

图 16-团队列表 

选择团队列表，即可浏览团队信息。 

2.4.2 筛选方法 

 

图 17-筛选方法  

 

在团队列表顶部，可通过关键字等选项筛选或查询团队信息。 

2.4.3 加入 

 

图 18-加入团队 

若想加入某一实践团队（注：通过团队列表的状态选项可以查看该团队目

前状态，仅显示“招募中”的团队可以加入），选择团队列表-加入-确认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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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队长同意后，即可加入（注：我们建议学生通过线下联系的方式与欲加

入团队的队长进行沟通，且每位学生最多同时成为两个团队的队员） 

2.4.4 退出 

 

图 19-退出团队 

若想退出某一实践团队，选择团队列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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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个人实践 

 

图 20-个人实践  

选择我要组队—实习，填写基本信息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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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人实习 

 

图 21-个人实习 

选择我要组队—实习，填写基本信息后提交。 

3. 实践阶段投稿流程 

3.1 上传文稿 

3.1.1 开始上传文稿 

登录网站，进入用户中心，选择“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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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我要投稿 

选择“上传文稿” 

 

图 23-上传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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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阅读投稿要求 

 

图 24-阅读投稿要求 

请仔细阅读投稿要求。阅读后选择“填写投稿内容”，进入投稿界面。 

3.1.3 输入投稿内容 

 

图 25-输入投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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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投稿标题”。注意标题格式如“丝绸之路经济带|走进南图——记初

探南京云锦贸易现状”；选择投稿板块；输入投稿内容。 

3.1.4 添加文稿配图 

 
图 26-添加文稿配图 

选择“选择文件”添加文稿配图，找到并选择要上传的图片，选择“ 打开”。 

 

图 27-选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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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能上传一张且不要在投稿内容中上传配图，照片大小不得超过 3M。 

务必填写“配图注释”。 

 

图 28-填写配图注释 

3.1.5 阅读格式要求 

在上传之前请确认文稿符合格式要求。编辑过程中选择“阅读格式要求”

即可阅读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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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阅读格式要求 

点击右下角“X”或者阅读界面之外的任一位置，即可关闭阅读界面。 

3.1.6 阅读快报板块 

    可随时阅读快报板块内容简介。编辑过程中选择“阅读快报板块”即可。 

 

 

图 30-阅读快报板块 

点击右下角“X”或者阅读界面之外的任一位置，即可关闭阅读界面。 

3.1.7 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 

若此文稿未被校外媒体报道，默认选项“否”即可。 

若此文稿被校外媒体报道，选择“是”，填写媒体具体名称，并填写报道网

址或者报道截图，截图上传步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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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 

3.1.8 提交文稿 

选择“提交”，完成提交文稿。系统会显示“操作成功”并跳转页面。注意

文稿一经提交，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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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提交文稿 

3.1.9 查看文稿 

选择“我的投稿”。 

 

图 33-我的投稿 

选择“查看”，即可查看已投文稿。 

 

图 34-查看文稿 

点击右下角“X”或者查看界面之外的任一位置，即可关闭查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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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删除文稿 

 

图 35-删除文稿 

选择“删除”，点击“确定”即可。 

3.2 上传图片 

3.2.1 开始上传图片 

选择“我要投稿”-“上传图片”，即进入上传图片页面。 

 

图 36-开始上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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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阅读图片要求 

 

图 37-阅读图片要求 

请仔细阅读图片要求。阅读后选择“上传图片信息”。 

3.2.3 填写图片基本信息 

 

图 38-填写图片基本信息 

填写图片的基本信息：标题、图片介绍。注意标题命名为“队名+地点+事

件”；在图片介绍处注明团队名称、团队主题、照片地点、具体事件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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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好后，点击“选择文件”。 

3.2.4 选择图片 

 

图 39-选择图片 

找到并选择要上传的图片，选择“ 打开”。注意一次只能上传一张，照片

大小不得超过 3M。 

3.2.5 阅读格式要求 

在上传之前请确认图片符合格式要求。编辑过程中选择“阅读格式要求”

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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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阅读格式要求 

    点击右下角“X”或者阅读界面之外的任一位置，即可关闭阅读界面。 

3.2.6 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 

若此图片未被校外媒体报道，默认选项“否”即可。 

若此图片被校外媒体报道，选择“是”，填写媒体具体名称，并填写报道网

址或者报道截图，截图上传步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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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 

3.2.7 提交图片 

 

图 42-提交图片 

选择“提交”，完成图片投稿，系统会显示“操作成功”并跳转页面。注意

图片一经提交，不得修改。 

3.2.8 查看或删除我的图片 

 

图 43-查看我的图片 

如果想查看或删除自己上传的图片，选择“我要投稿”-“我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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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查看或删除我的图片 

（1）如果想查看图片，选择“查看”，即进入图片查看页面。 

 

图 45-图片查看页面 

点击右下角“X”或者查看界面之外的任一位置，即可关闭查看界面。 

（2）如果想删除图片，选择“删除” 

 

图 46-删除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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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择“确定”即可。 

3.3 上传视频 

3.3.1 开始上传视频 

 

图 47-上传视频界面 

点击“我要投稿”界面，选择“上传视频”。 

3.3.2 阅读视频要求 

 

图 48-阅读要求 

请仔细阅读视频要求。阅读后选择“填写视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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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登录优酷上传视频并获得地址 

 

图 49-登录优酷 

首先登录优酷主页，选择登录按键。 

 

图 50-登录账号 

使用贸大实践的优酷账号与密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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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上传视频 

点击上传，进入上传视频界面。 

 

图 52-填写发布信息 

选择需要上传的视频，并为上传视频填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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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发布管理 

在网址区可以获取本视频地址，已用于后期视频信息填写操作。 

 

图 54-获取地址 

3.3.4 填写视频信息 

 

图 55-填写视频信息 

在视频信息填写栏中填写要求：实践网站提交时格式：标题命名为“队名+

地点+事件”；选取一张图片作为视频配图，大小不得超过 3M。（操作步骤详

见 3.2上传图片）；将优酷视频链接地址填写在“视频地址”里。 

3.3.5 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 

若此视频未被校外媒体报道，默认选项“否”即可。 

若此视频被校外媒体报道，选择“是”，填写媒体具体名称，并填写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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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或者报道截图，截图上传步骤同上。 

 

图 56-填写是否被校外媒体报道 

3.3.6 提交视频 

 

图 57-提交视频 

选择“提交”，完成视频投稿，系统会显示“操作成功”并跳转页面。注意

视频一经提交，不得修改。在上传视频之前请确认视频符合格式要求。选择“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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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格式要求”即可查看。点击右下角“X”或者阅读界面之外的任一位置，即可

关闭阅读界面。（操作步骤同上） 

3.3.7 查看或删除我的视频 

选择“我的视频”。 

 

图 58-查看已发视频 

选择“查看”，即可查看已投文稿。点击右下角“X”或者查看界面之外的

任一位置，即可关闭查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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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删除已发视频 

选择“删除”，点击“确定”即可。 

3.4 查看团队成员投稿 

 

图 60- 查看成员稿件 

点击“我要投稿”-“成员稿件”，即可查看，但不可进行删除他人稿件。 

 

 

#小石小践有话说# 

小践：网站登不上去是为什么呢？ 

小石：要先确认一下浏览器的版本是否够高，而且网速太慢也可能打不开

网站，所以尽量在良好的网络环境下打开网站哦。 

 

小贱：加入队伍之前要做些什么呢？ 

小石：首先要完成EA上个人信息的填写，然后用EA的账户和密码登陆实践

网站，接着在实践网站上完善自己的个人信息，并且阅读和同意安全承诺书。

选择实践类型之后就可以创建团队或者加入团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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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践：投稿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小石：在上传文稿的时候，只能添加一张大小不超过3M的配图，而且要好

好填写“配图注释”哦。而且文稿要确定之后再提交哦，因为提交之后是不能

修改的。上传图片的时候，要注意把图片的命名格式，是“队名+地点+时间”

，并且记得在图片介绍处注明具体信息。上传文稿、图片和视频的时候都不要

忘记填写是否被外媒报道呀。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已经上传的文件都是可以

在“我要投稿”的下属列表里面的删除的。不要忘记，精美优质的稿件，可是

很能为实践项目加分的哦，所以大家要记得踊跃投稿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