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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开展“学习‘党史’践使命，传播

青春正能量”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的

通知

各二级学院团委：

现将《开展“学习‘党史’践使命，传播青春正能量”

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

开展“学习‘党史’践使命，传播青春正能

量”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方案

各二级学院团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

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

重大决策。共青团作为党缔造和领导的青年政治组织，要肩

负起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共青团对

广大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作用。为了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大优秀网络文化供给力

度，通过学习教育，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不忘历史、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知史爱校。现决定面向全校开展校园网络文

化产品征集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抓实，

薪火相传，使命在肩，为加快推进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努力

实现学校事业发展继续取得新突破贡献青春力量。

二、活动主题

学习“党史”践使命，传播青春正能量



三、活动对象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全体学生

四、活动时间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

五、作品征集

1.微视频作品

作品要求：按纪实纪录（包含 VLOG）、卡通动漫、创新

创意 3 类征集，视频文件格式为 MP4，画面清晰，声音清楚，

内容配字幕，时长小于 1 分钟，文件小于 100MB。

2.微电影作品

作品要求：作品须为原创。征集微电影类型包括：剧情

类和综合类（不含动漫）。作品须为 AVI、MOV、MP4 格式原

始作品，分辨率不小于 1920px×1080px。作品时长原则上在

10 分钟以内，适合互联网传播。要求画面清晰，声音清楚，

提倡标注字幕。

3.摄影作品

作品要求：按时代风貌、校园风采、社会纪实、创意摄

影 4 个类别征集，以图片文件提交，格式为 JPEG，保留 EXIF

信息，每组作品不超过 6 张。

4.网文作品

作品要求：从青春梦想、时事评论、艺术文化、社会实

践等角度，作品类别分为网络文章和网络文学作品。字数不

超过 5000 字，可在文章中配图、表。

5.公益广告作品



作品要求：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献礼建党百年、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清朗网络空间等主题，征集一批导向

鲜明、富有内涵、鼓舞人心的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征集作品

分为平面广告类、视频广告类。平面广告类含报纸杂志广告、

海报设计、漫画等平面广告作品，提交图片文件，格式为

JPEG，色彩模式 RGB，单张图片大小在 1024PX 以内，文件总

大小不超过 10MB，系列作品不超过 3 幅。视频广告类含微视

频、微电影、动画片等，提交视频文件，格式为 MP4，画面

清晰，声音清楚，重点内容配字幕，时长小于 5 分钟，文件

小于 200MB。

6.音频作品

作品要求：征集音频诵读作品，体裁不限，可包含诗词、

散文、小说、故事等多种类型（不包含歌曲），鼓励原创。

报送音频作品统一采用 MP3 格式，时长不超过 5 分钟,须提

交音频原文。

7.原创校园歌曲作品

作品要求：征集校园原创歌曲，作品分为原创和改编两

大类。原创作品是指完全自主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或借鉴

部分（不超过八小节）现成作品的音乐元素创作的音乐作品；

改编作品是指在该作品首发表演形式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

创新的二度创作作品。所有作品可制作成微视频展示，利用

互联网音乐或微视频平台增加网络人气，扩大影响力（详见

官网说明）。其中原创作品要在易班网上传完整的音频或视

频（歌词和曲谱原创的要上传歌词和曲谱）。

8.其他类网络创新作品



作品要求：征集作品包括长图、H5 页面、微信推文 3 个

类别的网络创新作品。长图类提交图片文件，格式为 JPEG，

文件小于 10MB。H5 页面类提交作品网络链接。微信推文类

提交网络链接及该作品所对应的二维码。

9.作品内容应围绕主题，不得涉及危险动作、暴力、色

情、种族歧视等内容，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六、组织遴选

校团委将组织遴选参赛作品，对优秀作品进行评选并表

彰，将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在我校团委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展

播。

七、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奖金 8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二等奖 3 名，奖金 5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三等奖 5 名，奖金 3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优秀奖 10 名，奖金 1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八、版权要求

作品必须原创，严禁套作、剽窃、抄袭。参加推荐者应

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关于剽窃、抄袭的具体界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提交作品的著作

权等相关事宜，由自荐或推荐人负责。

九、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团委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加强沟通，广

泛动员同学参与，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请各二级学院团委统一组织作品提交(各二级学院至少

报送优秀作品 5 件)，填写《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



会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信息表》（附件 1）、《共青

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汇

总表》（附件 2）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所有作品征集信息

表、汇总表及相关附件材料电子版同时发送至校团委邮箱

rhdgqt@163.com ，材料报送时间截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

以接收电子邮件时间为准。

联系人：李洋 15501716309；黄怡清 15779047015

附件:

1.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关于校园网络文化

产品征集活动作品创作选题指南

2. 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校园网络文化产品

征集活动信息表

3. 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校园网络文化产品

征集活动汇总表

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共青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委员会 2021年3月22日印发

mailto:yituixuan2020@163.com%EF%BC%8C%E6%9D%90%E6%96%99%E6%8A%A5%E9%80%81%E6%97%B6%E9%97%B4%E6%88%AA%E8%87%B32021


附件 1.

关于“学习‘党史’践使命，传播青春正能

量”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作品创作

选题指南

1．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3．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4．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6．展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描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美好前景

7．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8．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

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9．讲述青年学生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扎根基层、建

功立业的生动事迹

10．记录青年学生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重大行动中投身社会实践、增长知识才干的青春风采



11．体现青年学生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立

志成才、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抱负决心

12．体现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提升网络素养，维

护网络安全，争做校园好网民

13．提升诚信意识，营造守信良好氛围

14．展示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

15．倡导“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共建文明校园

16．倡导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培

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17．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18．倡导理性消费，揭示网络游戏成瘾、网络赌博、不

良网贷的危害

19．扫黑除恶、净化环境，共建平安

20．共筑反奸防谍人民防线

21．守护师生安全，建设平安校园

22．展现校园魅力，秀出专业风采。作品内容展示所学

专业特色、学习内容等，如“秘书学（专业）的一天”、“揭

秘食品工程（专业）”“带你走进海洋科学（专业）的一天”

等。

（供创作参考，不限于以上主题）



附件 2

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信息表

推荐学院

作 者

信 息

姓名 班级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作 品

信 息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微视频 □动漫 □摄影 □网文 □音频

□校园 MV □微信推送 □其他类创新作品

作品简介

推荐

单位

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信息表（附件一由参赛个人填写即可，一个人一张。



附件 3

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征集活动汇总表

推荐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班级 作品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

推荐学院

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汇总表（附件二）由各二级学院汇总报送作品后统一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