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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届寻找“最美南粤少年” 

（深圳）操作指南 

 

一、活动目的 

寻找“最美南粤少年”活动是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文

明办、省学联、省少工委联合推出的面向全省小学、中学和

中职学生的榜样选树活动。活动采用开放式的推荐机制、面

向公众的风采展示和更加公开公平的评审机制，评选出一批

具有时代精神和榜样示范作用的优秀典型，从而更好地引导

青少年“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通过整合搭建一个全省中

小学团队评审表彰工作的平台，促进各地规范有序开展中小

学评选表彰工作，同时通过网络化信息化的手段，逐步减少

基层开展评审表彰工作的工作量。 

二、本届活动主要特点 

与去年首届活动相比，本届活动宣传力度更大、面向群

体更广、影响作用更深、活动策划更细。主要特点有 5 个。 

（一）扩大了活动范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通

知》强调，“各地团委、教育局、少工委要高度重视，加大

宣传力度，吸引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要打破隶属关系限

制，确保覆盖本地区所有中小学（含省属中小学、各高校附

属学校、民办学校等）。”所谓打破隶属关系限制，一方面，

旨在把活动全面覆盖到省内每一所中小学校。以省直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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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附中为例，其在广州天河区行政区域内，可以逐级参加

天河区、广州市的评选活动，其参与区、市级活动名额由区、

市级分别自定。另一方面，如推荐入围省级评选，则严格按

照《通知》中明确的指标数给予获奖名额，即省直属学校名

额照常单列，除省直属学校外的学校名额按市分配。 

（二）规范了报名信息。考虑去年报名信息经常出现的

照片格式不规范、奖励层次不统一、事迹材料不完备等情况，

此次活动特别针对“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少先队员”、“最

美中学生”等需要填报资料内容选项，规范了参与学生的报

名信息内容。报名中特别增加了“是否注册志愿者”，旨在

倡导所有共青团员注册成为志愿者，并留有参与志愿服务记

录（以“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相关记录为准），

作为当选省级“优秀共青团员”的重要依据。 

（三）强化了展示宣传。考虑以往点赞投票出现刷票等

现象，本届活动强调“点赞投票主要为扩大宣传，作为评选

参考，不直接与评奖挂钩”。同时，在活动宣传推广方面加

大力度，在传统电视、报纸宣传的基础上，拓展了新媒体宣

传的途径。 

（四）增加了荣誉份量。推荐参与省级“最美南粤少年”

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至少必须符合省优秀少先队员、省

优秀共青团员标准，并将直接作为 2016-2017 年度广东省

优秀少先队员、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人选，以及推荐参评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人选。荣获省级“最美南粤少年”

的中学生、中职生列为 2017 年度全国“最美中学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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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职生”候选人。 

（五）严格了活动时间。考虑今年春节较早，同时要结

合学校开学、年度“五四”及“六一”表彰等时间节点，充

分考虑各级各地在展开活动所需时间不同，对时间阶段划分

做了合理调整。一方面，延长了报名和县（市、区）级展示

推荐时间；另一方面，压缩了市级展示和省级评审时间；再

一方面，对点赞投票时间做了集中安排，防止出现“先报名

的票数多”现象。 

三、关于奖项设置说明 

 “最美南粤少年”市级荣誉推荐名额分配 

区（系统） 少先队员 
中学 

共青团员 

中职 

共青团员 
其他 合计 省市总计 

福田 45 18 2 2 67 79 

罗湖 45 18 2 2 67 79 

南山 45 18 2 2 67 79 

盐田 10 5 1 2 18 27 

宝安 80 35 3 2 120 132 

龙岗 80 35 3 2 120 132 

光明 10 5  2 17 25 

坪山 10 5  2 17 25 

龙华 35 16  2 53 64 

大鹏 10 5  2 17 25 

市直属 10 20 5 2 37 47 

合计 380 180 18 22 600 714 

四、关于活动与少先队表彰、共青团五四表彰的衔接 

本次活动在寻找“最美南粤少年”的同时，也整合了以

往“优秀少先队员”和中学（中职）“优秀共青团员”的表

彰。三者的衔接做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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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则上，2016-2017 年度的省级、市级、区级“优秀

少先队员”、中学（中职）“优秀共青团员”都必须通过本次

活动平台推选一并产生，不再另外评选，未参与活动网络展

示的一律不参评。由于报名平台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 24 

时截止报名，因此，有意参评省、市、区级“优秀少先队员”

和中学（中职）“优秀。共青团员”的学生都必须在此时间

之前完成报名，逾期将无法参与评选。 

2.以省为例，涉及上述奖项的有 3 个文件，分别是《关

于开展 2016-2017 年度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

干部、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等表彰的通知》、《关于评选 

2016-2017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关

于开展 2017 年第二届寻找“最美南粤少年”活动的通知》。

由于《关于开展 2016-2017 年度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优

秀共青团干部、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等表彰的通知》不

仅涉及中学（中职）优秀共青团员评选，还涉及其他领域的

共青团员和团干、团委、团支部等；《关于评选 2016-2017 年

度广东省少先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不仅涉及优秀少先

队员的评选，还涉及优秀辅导员和集体等评选，因此这两份

通知仍按往年一样下发。但在下发的文件中，将对“优秀少

先队员”和中学（中职）“优秀共青团员”进行说明，即这

两个奖项的评选通过寻找“最美南粤少年”活动一并产生，

各级在“最美南粤少年”活动中推荐相应人选直接作为该奖

项人选。 

3.“优秀共青团员”的表彰主要由各级团委组织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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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请各级团委学少部门主动与本级团委组织部门沟通，做

好名额确定和评选衔接工作。在中学（中职）“优秀共青团

员”名额确定方面，以省级为例，按照去年省“五四”表彰

安排，优秀共青团员的名额分配到各地市，并要求“为进一

步突出学校共青团的基础性、战略性、源头性地位，各地市

并顺德区团委、省直团工委在推报名额分配上，总名额中学

校占比不低于 40%，其中所含的高等学校、普通中学、中等

职业学校（含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应

根据各学校团员人数，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参照去年的

安排，在今年初步确定的分配给各地市的名额中，按照 40%

左右的比例确定中学（中职）共青团员的名额，即《关于开

展 2017 年第二届寻找“最美南粤少年”活动的通知》里，

中学共青团员和中职共青团员的名额。各地市团委要指导相

关部门参照此标准协调好相关的名额，并指导各县市区协调

好名额。 

4.为突出团员先进性，“已离队未入团”类的名额为中

学和中职共青团员名额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各地要严格按

照规定确定名额。《通知》分配表此类别名额规定为上限，

不设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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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报名流程 

一、 移 动 端 报 名 

第一步： 关注  公 众号 

1、 报名入口 

报名入口一： 微信公众号“广东青年之声” 

报名入口二： 微信公众号“青藤网” 

2、 微 信  搜索“广东青年之声” 、 “青藤网” 或

扫描右侧二码， 关注公众号： 

 

 

 

广东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      青藤网微信公众号 

第二步： 注册登录 

1、 以“青藤网” 为例， 进入公众号， 点击公众号

底部的菜单栏【寻找最美】 ， 进入活动官网； 

2、 点击活动详情页面底栏的【马上报名】 按钮， 参

与活动报名； 

3、 输入手机号码、验证码和动态码， 完成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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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提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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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报名页面， 上传免冠证件照作为头像并根据内容

填写资料； 

如未能完成资料填写， 点击【保存草稿】 ，可在个人

中心再补充资料； 

资料填写完毕，单击【提交报名】 (提交报名后， 资

料不可修改)。 

 

 

 

 

 

 

 

 

 

 

 

 

注： 如未注册志愿者， 将不参与“优秀共青团员” 评

选， 可前往“广东志愿者” 官网(www.gdzyz.cn)注册。 

提交的资料将由学校进行审核， 如有审核问题， 可联

系所在学校。报名后需要关注“青藤网” 微信公众号， 并

在微信菜单栏“寻找最美” 的活动官网上登录一次， 方可

通过青藤网微信公众号接收审核、 晋级、 获得荣誉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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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消息通知， 本次活动将仅通过青藤网微信公众号发送消

息通知。 

二、 电脑端报名 

第一步： 注册登录 

1、 登录活动官网(http://zmnysn.61qt.cn)； 

2、 点击活动介绍下方的【马上报名】 按钮， 进入注

册登录页面； 

3、 输入手机号码、 验证码和动态码， 完成注册登录。 

（已注册用户， 同样按此方式登录）； 

第二步： 提交报名 

1、 进入报名页面， 上传免冠证件照作为头像并根据

内容填写资料； 

2、 如未能完成资料填写， 点击【保存草稿】 ， 可

在个人中心再补充资料； 

3、 资料填写完毕， 单击【提交报名】 (提交报名后， 

资料不可修改)。 

注： 如未注册志愿者， 将不参与“优秀共青团员” 评

选， 可前往“广东志愿者” 官网(www.gdzyz.cn)注册。 

提交的资料将由学校进行审核， 如有审核问题， 可联

系所在学校。报名后需要关注“青藤网” 微信公众号， 并

在微信菜单栏“寻找最美” 的活动官网上登录一次， 方可

通过青藤网微信公众号接收审核、 晋级、 获得荣誉等活动

相关消息通知，本次活动将仅通过青藤网微信公众号发送消

息通知。 

六、关于参与条件及审核要求 

http://zmnysn.61q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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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扩大活动覆盖面，为各类优秀青少年都提供展示

机会，活动面向的群体为所有具有广东学籍的小学、中学、

中职和技校学生，只要符合文件要求的基本原则性条件的都

可以通过学校推荐或自荐参与展示。参与活动的人员没有年

龄限制。 

2.今年的学校审核流程统一在网络后台进行，学校指派

专人在线上后台审批学生报名情况，系统将在学校审核阶段

完成后，在后台生成一个该校报名审核通过的学生信息清单，

由学校自行下载打印，并加盖公章，扫描后在系统后台上传

并存档。学校需在 3 月 16 日县级审核开始前完成该上传

操作。学校审核操作指引详见《2017 年第二届寻找“最美

南粤少年”活动学校审核操作指引》各校安排专人负责审核

事宜，对参与展示的学生资料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优

秀学生资料通过审核。 

3.请各地市特别注意，由于地市推荐少先队员和中学

（中职）共青团员将直接作为“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和“广

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的人选，团省委、省少工委将对各地市

推荐人选按照“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和“广东省优秀共青

团员”申报标准（该标准可在广东省中小学团队网官网，网

址 http://www.gd61.org/ 

上下载查看）进行审核，符合标准的才授予相应奖项。 

七、关于点赞的说明 

3 月中旬，主办单位将开放“点赞”功能，由公众对参

加活动的学生进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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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赞数仅作为评选“最佳人气奖”的依据，不作为评

选其他奖项的直接依据。除“最佳人气奖”之外的其他奖项

都由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虽然评审时可以看到个人获得点

赞数量，但点赞数与是否获得这些奖项没有直接关系，主要

根据个人展示材料是否优秀进行评定。 

2.点赞规则如下： 

（1）本次活动仅支持移动手机端点赞，以微信帐号识

别身份。 

（2）在投票阶段，每个身份点赞次数不设上限，但每

天至多为同一个学生点赞 1 次。 

（3）同个学生在各个阶段的点赞数量持续累积。 

（4）如发现存在刷票行为，经查实将取消活动资格。 

八、关于评审的要求 

为了确保评选的公平、公正，请各地市、县市区务必重

视评审的组织工作，做到经得起公众检验。 

1.评选必须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2.评审委员会人数不少于 10 人，须包含主办单位代表、

教育工作者代表、媒体代表、学生代表等。 

3.每位评委打分后，取平均值作为参评学生的得分，以

得分排序,根据各类别推荐要求确定推荐名单。 

4.每位评委的打分表格需签字确认，打分表格要做好保

存。 

5.请务必按照各时间节点安排完成评审工作。 

九、关于推荐人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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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地市、县（市、区）要按照少先队员、中学共青团

员、 

中职共青团员和已离队未入团 4 类的分配名额向上级

推荐人选。 

2.人选中 6 类“好少年”都应有所推荐。 

3.各地推荐人选中农村地区学生和农民工子女等群体

比例 

原则上不低于 20％。 

十、关于活动最终揭晓 

1.评选的“优秀共青团员”纳入五四表彰；评选的“优

秀少先队员”纳入少先队表彰。 

2.省级将在 5 月份举办最终揭晓活动，通过电视、报

纸等媒体对获得省级“最美南粤少年”的学生进行宣传报道。

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在“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

节等时间节点开展表彰和榜样学习活动。 

十一、工作要求 

由于本次活动涉及活动环节多，时间安排紧凑，请各区

务必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评审、推荐工作， 逾期网络

推荐平台将关闭。请各区按时完成评审、推荐工作。 

根据寻找“最美南粤少年”活动的推进安排，2017 年 2 

月 15 日 00：00 至 3 月 14 日 24：00 为学校审核阶段，

3 月 15 日至 4 月 10 日 24：00 为区级评审阶段，4 月 10 日

至 30 日为市级评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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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审核操作指引: 

学校审核时间： 

2017 年 2 月 15 日 00：00 至 3 月 14 日 24：00 

学校通过唯一的密钥登录后台，对报名学生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的学生将获得活动参与资格。 

学校审核后台可对学生资料进行编辑修改操作；如超过

审核时间，仍有学生资料未审核，系统则自动默认该学生“审

核不通过”，不能参与活动。 

学校指派专人在线上后台审批学生报名情况，系统将在

学校审核阶段完成后，在后台生成一个该校报名审核通过的

学生信息清单，由学校自行下载打印，并加盖公章，扫描后

在系统后台上传并存档。学校需在 3 月 16 日县级审核开

始前完成该上传操作。 

学校密钥： 

每个学校的密钥由团委统一发放，用于登录学校审核后

台。如有学校未获得密钥，学校需指定专人直接联系青藤网，

上报学校信息，并由青藤网上报团省委确认学校信息后开通

账号，发放密钥。 

注：为保证报名的质量，请学校指派专人加入 QQ 群：

600021753 深圳“最美南粤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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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学校审核操作指引 

一、学校审核操作流程 

1 、 手 机 登 录 学 校 审 核 后 台

后:http://m.zmnysn.61qt.cn/school/ 

 

2、输入学校密钥、验证码和登录联系人，进入审核后

台； 

 

3、进入后台默认显示“未审核”列表，点击左上角“未

审核”的下拉箭头，则显示【未审核】、【审核通过】和【审



15 

核未通过】选项，选择其他选项可搜索出已审核的列表名单； 

 

4、 点击学生头像，可查看学生报名详细资料； 

 

5、点击对应学生的【通过】按钮，该学生资料则通过

审核，并以微信后台信息通知学生本人;点击【不通过】按

钮，该学生资料则不通过审核，并以微信后台信息通知学生

本人。审核可进行多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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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辑学生资料操作 

1、在搜索栏输入学生姓名，点击【搜索】按钮，可搜

索出对应学生； 

 

2、 点击学生头像，进入学生资料详情页； 

 

3、点击底栏的【编辑学生资料】按钮，可对学生报名

资料进行修改编辑操作； 

 

4、修改完毕，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学生可通过微信收

到“学校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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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传审核文件操作 

1、3 月 14 日学校审核时间结束，点击底栏的【学生

资料管理】按钮，进入学生资料管理页面； 

 

2、点击【导出学生信息】，下载学校审核通过审核通过的学

生信息清单； 

 

3、文件打印盖章扫描后，点击【上传审核文件】，上传 PDF

格 式 文 件 至 后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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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区委后台操作指引 

一、在电脑端输入账号、密码登录后台。登录地址：

http://nysn-admin.61qt.cn/ 

二、一评环节时选择“评选类别”，列表中会出现学生

的资料，在学生的对应操作栏选择“获奖”、“晋级”（获奖

与晋级不可同时获得），一评结果将会升级到二评的待评审

列表中。如二评被拒，一评界面仍然可以继续选择获奖或晋

级。按“导出数据”可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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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评环节时选择“评选类别”，列表中会出现待评

审学生的资料，可在学生对应的操作栏选择“通过”或者“不

通过”，也可以进行批量处理“全部通过”。按“导出数据”

可导出数据。 

 

四、导出数据：可在右边栏“导出数据”按钮进行导出

数据操作。 

五、“特殊优秀奖项评选”是评选“优秀少先队员”、“优

秀共青团员”的操作，选择“政治面貌”，列表中出现对应

的学生，选择对应的操作，点击“获奖”即学生获得“优秀

共青团员”或者“优秀少先队员”。按“导出数据”可导出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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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气奖评选”，在搜索栏按对应的条件搜索学生，

在列表中出现对应的学生，可在对应的操作栏进行“获奖”

操作。 



21 

 

七、“学生管理”，可进行学生资料的编辑，删除学生操

作。 

八、“地区资讯配置”，可录入本地区活动的资讯，在活

动首页地市风采中展示。 
 

联系人：石淳、陈蕾 联系电话：88134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