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文件 
 

上财团字[2021]4号 

 

关于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建党 100 周年 

专项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所团委：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了解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铭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做出的伟

大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初心宗旨，培养广大团员青年坚

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校团委拟于 2020 年 4-5 月期间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支

部“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建党 100 周年专项主题团日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参与对象 

全校各团支部 

二、 活动时间 

2021 年 4月-5 月 

三、 活动安排和要求  

（一）活动类型 



本次团日活动形式为“3+1”，即三个必修活动，一个选修

活动。各团支部必选三个活动形式，并在两个选修活动形式中挑

选一个进行策划并组织开展团日活动。 

1.必选活动 

（1）“学百年历史”——党史学习班会 

各团支部组织全体团员围绕“温党史荣光 拓奋进新路”主题，

以线下班会形式进行党史学习，以感想心得体现学习成果，并开

展交流分享，加深对党史的理解，并完成以下内容： 

① 一份班会内容介绍 PPT，需体现活动流程，最小字号 24号，

 请在每一页 ppt 的左上角，通过母版功能，统一添加“团徽”和

 “校徽”logo。 

                      

② 活动照 6张以上，包括分享者的现场照 3张或以上以及全班

  参与班会的现场照 3张或以上，每张不小于 1M。 

③ 感想心得不少于 3份，每份不少于 500 字。 

④ 参与人数不得少于团支部人数的 60%。 

 

（2）“读百年初心”——阅读分享会 

各团支部从指定书单中自行挑选一本红色书籍，并组织支

部全体成员共同阅读。通过阅读红色经典感受革命精神，并以



团支部为单位开展阅读分享会，分享共同学习成果，书单详见

“红色经典阅读书目一百本”。 

需提交以下材料： 

①文字导读：至少 300 字，简要介绍书籍及推荐理由。 

②活动照 6张以上，包括分享者的现场照 3张或以上，以及

全班参与分享会的现场照 3张或以上，每张不小于 1M。 

③读后感不少于 3份，每份不少于 500 字。 

④阅读分享会参与人数不得少于团支部人数的 60%。 

 

（3）“访百年印迹”——上海红色地标打卡 

各团支部组织支部成员前往中国一大、二大、四大、上海

解放纪念馆、渔阳里等红色地标开展打卡活动，红色地标须与党

的历史相关，打卡结束需要以支部为单位提交一个讲解 vlog。

要求如下： 

① 讲解 vlog 时长至少 5分钟，视频中需出现红旗元素和打卡

地点情况，打卡人数不少于支部人数的 40%，视频内容需包

含红色地标讲解及介绍、打卡感悟分享等。 

② 视频格式要求见附件 2。 

  

2. 选修活动（2选 1） 

（1）“书百年伟业”——书法创作 



各团支部自行选择有关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诗歌或文

章进行书法创作，书写形式不限，每个支部至少提交两幅作品。

若所书诗歌或文章为团支部原创，可适当加分。书法作品最终

以照片形式提交。（格式要求见附件 2） 

 

（2）“绘百年宏图”——海报制作 

各团支部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及相关主题，使用手绘、

PS 或其他方式创作海报，通过海报形式展示党史学习的成果。

每个支部提交至少两张海报，海报中须出现与主题相关的元

素，如团徽、党徽、党旗、上财校徽、国旗等。（格式要求见

附件 2） 

 

（二）组织流程 

1. 各学院团委组织各支部按照要求策划团日活动，并收集各团支

部的策划方案，确保本次主题团日活动覆盖全部团支部，并遴

选学院 30%的团支部填写《优秀主题团日活动项目参评申请表》

于 3 月 30 日 前 以 学 院 为 单 位 发 送 至 工 作 邮 箱 ：

sufexlzz@163.com。 

2. 院系推荐参评支部的活动形式需按照必选和可选要求提交，并

于 4月 1日至 4月 30 日之间完成活动开展。 

3.参评团支部在团日活动结束后，形成文字介绍（500 字以内）、

  基本评分材料、特色评分材料以及支部活动视频。上述材料 



汇总后，于 4月 30 日前发送至工作邮箱：sufexlzz@163.com。 

4. 5 月 1 日至 10 日之间，校团委将组织评审，并通过“上财青

 年”微信公众号对优秀团支部活动进行统一展示，并发起网

 络投票，投票结果将作为大众评审得分计入总分。 

5.5 月中旬将组织参评团日活动总结材料的评审工作，并对本年

 度十佳优秀主题团日活动进行公布。 

6.作品提交命名要求详见附件 2。 

 

四、 活动评选办法 

1. 奖项设置：十佳优秀主题团日活动。  

2. 评选标准：契合主题，符合要求，形成可以展示的成果，有一

定示范效应。  

3. 评选内容：  

1) 基本申报材料占比 30%，共四项，其中：团支部合影 2 张

以上（10%）；带有团徽、团旗、党徽的集体照 2张（5%）；

团支书对两类活动的大总结（10%）；团支部特色口号（5%） 

2) 特色评分项材料占比 40%（各支部的视频类活动视频发布

到腾讯视频上，以发送观看链接的形式提交），必修占比 

20%；选修占比 20%。 

3) 网络评比投票占比 30%。 

 

五、 活动联系人 



李咏薇 13679961860 

王毓璐 15392088088 

工作联系邮箱：sufexlzz@163.com 

附件 1：2021 年优秀主题团日活动项目参评申请表 

附件 2：作品格式及材料提交命名要求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3月 18 日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3月印发 



附件 1： 

2021 年优秀主题团日活动项目参评申请表 

学院名称  支部名称  

支部人数  具体时间   月  日 

团支部书记  联系方式  

活动类型 

必选活动： 

1、“学百年历史”——党史学习班会 

2、“绘百年宏图”——海报制作 

3、“读百年初心”——阅读分享会 

选修活动（3 选 1）： 

□“书百年伟业”——书法创作 

□“访百年印迹”——红色地标打卡 vlog 

活动方案：（可附页） 

 

团支部书记签名：      

                           学院团委签章： 

年    月   日 

组织实施该项活动的团支部班子成员信息登记： 

(姓名、学号、职务、承担工作简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作品格式及材料提交命名要求 

1.“访百年印迹”——上海红色地标打卡 

视频格式要求： 

①画面为 16:9，mp4 视频格式，画面清晰流畅。 

②在现有视频基础上，加入片头定格、片尾定格及参演人员名单。 

A.片头为下发的定格图片，其中，团支部需自行标注【作品名称、团支

部名称】在 画面【底端】，统一【仿宋  60 号字 不加粗不斜体】，示例图如

下：（片头将由校团委统一制作并发至各分团委 psd 文件） 

 

B.参演人员名单添加在作品结尾之后、片尾之前，需列示【参与该作品

演绎的支部人员名单】，可采用【PR 滚动字幕】制作，示例图如下： 

 

C.片尾统一为标准团徽+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收尾，示例图如下： 



           

 

 

2.“书百年宏图”——书法创作 

照片格式要求： 

①照片需清晰，包含整幅书法创作作品，大小至少为 1M。 

③ 照片格式为 4:3，文件请保存为 jpg 或 png 格式。 

 

3.“绘百年宏图”——海报制作 

 

（海报示例） 

海报格式要求： 

a. 海报制作尺寸为 420mm*297mm，文件色彩模式设置为 C.M.Y.K 模式。 

b. 文件请保存为 jpg 或 png 格式。 



c. 海报造型与色彩和谐，主色调可选红色黄色等，具有统一的协调效 

果，能突显出主题，具有与主题相关的元素。 

d. 海报需含有海报主题、学校学院以及团支部名称等元素。 

 

4、作品提交命名要求 

建立不同活动的文件夹，例如:  

文件夹名称：XX 级 XX 团支部  

下设文件夹:必选  

必选下设文件夹:  

1) 党史学习班会 内含: 

①文件: “xx 级 xx 团支部-PPT”； 

②文件夹“活动照”，文件夹内照片命名“xx 级 xx 团支部-集体照 1”

“xx 级 xx 团支部-集体照 2”“ xx 级 xx 团支部-分享者照片 1”…) ；  

③文件夹：“感想心得”，文件夹内感想 word 文档命名“姓名＋年级＋

专业班级”；  

2) 海报创作 文件夹内海报命名“xx 级 xx 团支部-海报 1”…) 

3) 阅读分享会  文件夹内再下设“导读”“活动照片”“读后感”，  其

中读后感命名方式为“姓名＋年级＋专业班级”； 

下设文件夹：选修  

选修下设文件夹:  

① 文件夹:“书法创作”； 

 ②文件夹：地标走访  内含:文件: “xx 级 xx 团支部-v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