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漏篡翼文件 
琼团联字〔2019) 18 号 

	④ 
关于推报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 

自强之星”人选的通知 

各高校团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当

代大学生中树立一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榜样，进一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据团中央基层组织建设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关于推报 2018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

学金人选的通知》文件精神，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学生联合

会决定共同组织开展 2018 年度“海南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

报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活动时间 

2019 年 5 月 

活动主题 

奔梦路上 自强不息 



推荐对象 

1. “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10 名； 

2. “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 40 名； 

3．优秀组织院校、优秀组织个人各 6 名。 

报名条件 

1．普通高校（含民办、高职）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热

心公益，乐观向上； 

3．在爱国奉献、道德弘扬、科技创新、自主创业、自立自强、 

志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或成绩，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

榜样作用； 

4．本人事迹在校园媒体或其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

介绍，取得较大反响； 

5．往届“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获得者不再参加本

次活动。 

活动安排 

各高校团委要以“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推报工作为契机， 

举办校级寻访“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各高校团委向团省委推

报的“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应从各校级“大学生自强之

星”中产生，具体安排如下。 

（一）校级推荐推介阶段（即日起至 5 月 16 日） 

各高校团委负责组织本校推报工作，通过一定方式和程序推 



荐产生一批校级“大学生自强之星”进行表彰。各高校团委按名

额分配（附件 1）择优推介产生省级“大学生自强之星”候选人

推荐对象，经公示后，于 5 月 16 日前报送至团省委学少部。各

高校团委报送的材料应包括推荐报名表（附件 2 ）和汇总表（附

件 5)；申报优秀组织院校和优秀组织个人的的高校团委要同时

报送“优秀组织院校”推荐表（附件 3）和“优秀组织个人”推

荐表（附件 4)。各高校团委活动负责人可加入校级自强之星交

流 QQ 群，群号为 2053750730 “海南省学生联合会”微信公众号

将推出省级“大学生自强之星”候选人推荐对象点赞活动。 

（二）省级推荐推荐阶段（ 5 月 17 日至 5 月 27 日） 

团省委将对各高校报送的“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候选人

推荐对象信息进行审核和遴选，产生“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标

兵” 10 名、“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 40 名，并颁发荣誉证书。 

团省委按照 2018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名额分配， 

向全国组委会推荐“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 14 名、“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标兵”人选 1 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评审结果将通过活动官网 

(http: I/s tar. xiaomei. cc! )、《中国青年报》、“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布。“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获得者可获得荣誉证书和 2000 元“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

金”，“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获得者可获得荣誉证书和10000 

元“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 



六、“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评选好新闻奖 

1．活动时间： 2019 年 4 月至 6 月。 

2．采访对象：本校本年度确认参选“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的同学或往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获选者。 

3．稿件形式：文字、图片、视频等。 

4．提交形式：所有好新闻奖的参选人员，需要在采访的本校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稿件刊发后，将稿件链接和原文发送到

电子邮箱（ se1fstar)qq. corn)，刊发平台可以是校内媒体或社会

媒体。 

5．奖励形式：所有获选作品，将由全国组委会择优在中青在

线网站署名刊发，同时获奖作者将得到由全国组委会颁发的获奖

证书。 

联系 人：王甲夫 

联系电话：65337204 

电子邮箱：hntswxxb・vip. 163. corn 

附件：1.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 ”推荐名额分配表 

2.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 ”人选推报活动报

名表 

3.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 人选推报活动“优 

秀组织院校”推荐表 



4.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人选

推报活动“优秀组织个人”推荐表 

5.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推荐汇总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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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推荐名额分配表 

高校 推荐名额 

海南大学 6 

一海南师范大学 了’ 
0 	声 

咨 

/ 	，海南医学院 4 ( 

了勺泛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乙
占
 

饭
 

 
乃
 海口经济学院 

4 球 
、、 是多沁 、 

任 

’・——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4 

琼台师范学院 4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3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2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1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1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1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1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1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1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1 

合计 50 



附件 2: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报活动报名表 

姓名 性别 

个人证件照 

民族 政治面貌 

学校 微信号 

院系班级 

电子邮箱 手机 

身份证号 

事迹类别 

事迹简介 

（简要说明个人自强事迹和成果，2000 字以内） 

注：1．此表格作为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报活动报名表统一上报使用。 

2. “事迹类别”包括：爱国奉献、道德弘扬、科技创新、自立创业、志愿公益、身残志坚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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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 

推报活动“优秀组织院校”推荐表 

学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人员参与规模 校级自强之星人数 

本校组织情况（1000 字以内） 

校级“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报活动组织开展情况（主要包括宣传发动、人员参

与规模、确定名单机制、自强之星宣传等不同层面）。 

校团委意见：（签章） 

注：本表作为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报活动“优秀组织院校”推荐表，请

填写完整后发送至团省委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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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人选 

推报活动“优秀组织个人”推荐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职务 

微信号 联系方式 

个人事迹情况（ 1000 
介绍个人在“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报活动组织开展中的先进事迹。 

字以内） 

校团委意见：（签章） 

注：本表作为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人选推报活动省级“优秀组织个人”推荐表， 

请填写完整后发送至团省委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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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度“海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推荐汇总表 

校团委盖章： 

序号 姓名 事迹类别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校 院系／班级 联系电话 微信号 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和开 

户行信息 
事迹介绍 

1 

2 

填表说明： 

1、请按照推荐的优先顺序来排序。第一栏填写本校推荐的标兵候选人。 

2、可根据本校分配的各奖项名额添加或减少表格的相关行数。 

3' “事迹类别”一栏请选择：爱国奉献、道德弘扬、科技创新、自立创业、志愿公益、身残志坚、其他等七个类别（每人仅填一类）。 

4' “事迹介绍”一栏，请简要概况并填写所推荐同学的自强事迹（15 0-200 字）。 



共青团海南省委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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