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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杉达学院委员会文件 
 

 

杉达(党)〔2019〕16 号 

 

 

中共上海杉达学院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关于 

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明校园 

专题宣传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党委各部门、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现将《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教育

卫生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明校园

专题宣传活动的通知》（沪文明办〔2019〕34 号）转发你处，请

按照相关要求认真组织我校师生参加活动，并根据活动细则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前 将 作 品 提 交 至 活 动 专 题 网 页

（http://proj.yiban.cn/project/zmxy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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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

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明校

园专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中共上海杉达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联系人：校党委文明办 史强，联系电话：2026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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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明校园 

专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沪文明办〔2019〕34 号 

 

各区（委办）文明办、教育局，各高校、中职校： 

根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关于开展文明校园创建专题宣传的

通知》精神，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 9月至 10 月间，组织

全市各大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最美校园竞‘晒’”专题宣传活动，发

动校园师生、家长广泛开展“拍”校园、“晒”校园、“说”校园、“展”

校园等活动，展示上海文明校园创建和学校各方面建设成就风采，进

一步激发广大师生热爱祖国、热爱校园、积极参与文明校园创建的热

情。具体通知如下： 

一、参与对象 

上海各大、中、小学校师生、家长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9 月 1日-10 月 31 日 

三、活动内容 

（一）“拍”校园：组织各学校动员师生、家长广泛开展“我的

校园随手拍”活动，围绕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校园历史、校园故事、

校歌校训、最美教师、校园名师、典型人物等，用照片或短视频等“我

的校园随手拍”形式，呈现上海校园特色文化，反映校园师生良好文

明素养和精神风貌。 

（二）“晒”校园：组织校园师生、家长登录易班网上海“最美

校园竞‘晒’”活动专题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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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oj.yiban.cn/project/zmxyjs/），将照片、视频上传至

网页，开展作品展示、网上投票等各类宣传活动。同时发动学校和师

生、家长将作品制作成图文、视频、H5 页面，以“最美校园”为标

签，发布到微博、微信公众号、个人账号和短视频平台，进行广泛传

播。 

（三）“说”校园：开展上海“最美校园”主题征文，鼓励校园

师生、家长就文明校园创建、校歌校训、校园故事、校园人物等谈心

得体会、抒发情感，形成 800 字左右的短文，并登录易班网上海“最

美校园竞‘晒’”活动专题网页，上传刊发征文作品。 

（四）“展”校园：在易班网上海“最美校园竞‘晒’”活动专题

网页，对全市各学校、师生、家长提交的图片、视频、征文等作品进

行展示，同时将评选优秀作品，推荐至中央文明网及中央有关重点网

站平台进行宣传展示。市文明办、市教卫工作党委将组织协调上海本

地媒体和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地方频道，

对上海有关学校进行深度采访报道，展示上海文明校园风采。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区（委办）文明办、教育局，各高校、中职

校要高度重视专题宣传活动，明确任务分工，以全国文明校园、上海

市文明校园和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为重点，组织发动全市各大

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最美校园竞晒”活动，激发广大师生热爱祖国、

热爱校园热情，形成活动热潮。 

（二）广泛发动。各学校要积极发动校园师生、家长登录易班网

上海“最美校园竞‘晒’”活动专题网页，参与开展“拍”校园、“晒”

校园、“说”校园、“展”校园等活动，提交上传图片、视频、征文等

作品（要求见附件）进行展示，组办方将定期展示排行前 20 名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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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片、视频和征文作品，活动结束后将组织评选，择优表彰。 

（三）积极参与。各学校要将文明校园专题宣传活动作为年度文

明校园创建重点工作，作为学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活动，

全面展示上海文明校园创建和学校各方面建设成就风采。学校参与情

况将作为文明校园创建考评的重要内容参考。 

特此通知。 

 

联系人：何凯平  64750173（市文明办） 

        徐慧华  23112585（市教卫工作党委） 

 

附件：上海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明校园创建专题宣

传活动细则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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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文明校园创建专题宣传活动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关于开展文明校园创建专题宣

传的通知》文件精神，更好地交流创建经验，扩大创建影响，示范带

动更多学校广泛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来临之际，市文明办、市教卫工作党委组织全市各大中小学校，结合

校园师生市民修身实践养成，围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广泛开展“最

美校园竞‘晒’”活动，发动各校园师生、家长“拍”校园、“晒”校

园、“说”校园、“展”校园等活动，展示上海文明校园创建和学校各

方面建设成就风采，打响上海校园文化品牌。 

一、参与对象 

上海各大、中、小学校师生、家长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9 月 1日-10 月 31 日 

三、活动说明 

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紧密围绕文明校园创建和相关工

作展开，展现各级各类学校在思想教育引领、师生素质提升、学校精

神升华、文化生活丰富、党的建设加强、教育改革深化、平安健康达

标、校园环境优化、社会形象良好等方面的建设成果。通过照片、视

频、文章挖掘各级各类学校在创建工作中的鲜活事例，展示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和学校各方面建设成就风采，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热爱祖

国、热爱校园、积极参与文明校园创建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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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倡导展示校园在创建或相关工作中涌现的最美事例，可以通

过照片展示动人的瞬间，也可以通过视频记录相关事件，或者通过文

字记录表达情感。 

四、活动内容 

（一）我的校园随手拍 

围绕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校园历史、校歌校训、最美教师、校

园名师、校园典型人物等，用照片或短视频等“我的校园随手拍”形

式，呈现上海校园特色文化，“拍”出学校和校园内师生良好文明素

养和精神风貌。 

1.作品格式 

需上传图片或视频作品、作品标题、作者信息、作品介绍（10-200

字）; 

【大小】图片不超过 10MB; 

【图片格式】 jpg, jpeg, gif, png, bmp; 

【视频格式】 flv，mp4，mov，rmvb，avi; 

【图片像素】建议像素在 300dpi 以上; 

图片数量为 1-4 张，可采用拼接、简单 PS 或者配字进行处理; 

视频数量为 1个; 

图片及视频均需原创作品，作品介绍需简单明了。 

2.投稿规则 

（1）参赛者可投多个参赛作品，不同奖项之间可进行叠加获奖； 

（2）参赛作品需要于专题活动页面进行上传投稿，根据页面提

示上传作品与完善参赛信息，并需要符合该活动规则； 

（3）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否则将取消参赛资

格。抄袭行为对活动方及他人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该参赛者负全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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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4）参赛者所投稿的作品须能够符合如下要求： 

①未侵犯他人权益的参赛作品； 

②作品不得含有敏感内容（如政治、嘲讽、讽刺、吐槽、淫秽色

情等），不得含有损主办方声誉的内容，不得含有其他违法违规内容。

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 

（5）对于获奖作品，主办方有权要求获奖者提供更完善的作品

信息，以便后期制作。如获奖者拒绝提供，则主办方有权视情况考虑

是否在实际应用中采用。 

（二）最美校园竞“晒” 

通过“最美校园竞‘晒’”活动，梳理上传“我的校园随手拍”

和校园已有图文视频素材等作品。作品不局限于自然、人文景观，提

倡选择能体现身边正能量、感人瞬间、榜样的力量的图文素材上传。 

1.作品格式 

需上传图片或视频作品、作品标题、作者信息、最美校园介绍

（10-200 字）； 

【大小】图片不超过 10MB； 

【图片格式】 jpg, jpeg, gif, png, bmp； 

【视频格式】 flv，mp4，mov，rmvb，avi； 

【图片像素】建议像素在 300dpi 以上； 

图片数量为 1-4 张，可采用拼接、简单 PS 或者配字进行处理； 

视频数量为 1个； 

图片及视频均需原创作品，作品介绍需简单明了，需上传 20-200

字的作品介绍。 

2.投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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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者可投多个参赛作品，不同奖项之间可进行叠加获奖； 

（2）参赛作品需要于专题活动页面进行上传投稿，根据页面提

示上传作品与完善参赛信息，并需要符合该活动规则； 

（3）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否则将取消参赛资

格。抄袭行为对活动方及他人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该参赛者负全部责

任； 

（4）参赛者所投稿的作品须能够符合如下要求： 

①未侵犯他人权益的参赛作品； 

②作品不得含有敏感内容（如政治、嘲讽、讽刺、吐槽、淫秽色

情等），不得含有损主办方声誉的内容，不得含有其他违法违规内容。

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 

（5）对于获奖作品，主办方有权要求获奖者提供更完善的作品

信息，以便后期制作。如获奖者拒绝提供，则主办方有权视情况考虑

是否在实际应用中采用。 

（三）最美校园征文 

1.参与要求 

（1）主题鲜明，体裁不限，真实生动，联系实际，语言流畅，

传播正能量，富有真情实感，字数 800 字左右； 

（2）文章内可以插入图片或视频； 

（3）征文作品必须原创，坚决杜绝抄袭。主办方有权将获奖作

品用于制作推广、编辑出版、新闻宣传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

有署名权。 

2.提交方式 

登录 http://proj.yiban.cn/project/zmxyjs/，进入“最美校

园竞‘晒’”活动专题页，按提示上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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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逾期投稿的作品不参与评

选。 

活动结束后，市文明办、市教卫工作党委将根据投稿情况，组织

专家对“我的校园随手拍”、“最美校园竞‘晒’”、“最美校园征文”

等投稿作品进行评选，择优表彰。 

五、专题网页网址及联系人 

易班网上海“最美校园竞‘晒’”活动专题网页网址为：

http://proj.yiban.cn/project/zmxyjs/; 

网页作品上传及有关技术问题联系人： 

汤老师 电话:60161000*20197 邮箱：tlj@yiban.cn 

潘老师电话:60161000*20504 邮箱：panting@yiban.cn 

 

 
 

 

 

 

 

 

 

 

 

 

 

上海杉达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