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交团 〔2018〕 12 号 

 

西交团〔2018〕 12号 
 

关于印发《西南交通大学第二、三课堂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团组织： 

根据《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中青联发[2016]18 号）、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中青联发[2017]10 号）、《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

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和《西南交通大学第二、三课堂建设实施

办法（试行）》（西交校[2017]10 号），校团委制定了《西南交通

大学第二、三课堂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并经校团委第二十二

届委员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

行。 

附件：《西南交通大学第二、三课堂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共青团西南交通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8 日 

 

 

 

 

共青团西南交通大学委员会文件 



西南交通大学第二、三课堂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西南交通大学第二、三课堂建设实施办法（试行）》(西交

校[2017]10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第二、三课堂工作的指导，提高我校第二、三课堂

项目质量，切实保证第二、三课堂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 二条  为实现第二、三课堂项目管理的便捷化、人性化、智能化，要求全部项

目于第二、三课堂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全程记录。项目管理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第二、三课堂信息系统管理流程 

第三条  为提高第二、三课堂科学性、准确性，同时正确引导学生选择适应自身

需求的项目，开课方应突出项目特点，找准项目定位，正确申报项目类别，七大类项目

参考见表 1 所示。 

表 1 第二、三课堂七大类活动划分  

类别 项目范围 举例 

 

 

思想政治与

道德素养类  

开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及思想道德建设等内容的项

目，主要记载大学生参加党校、团校培训和思想

引领、价值塑造类活动等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

荣誉。  

 
1. 感动交大  

2. 信仰时代 show  

3. 卓越讲堂  

 
 

学术科技与

创新创业类  

开设提升专业学术能力、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

加强科学研究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等内容的项

目，主要记载大学生参加学术、科技竞赛和创新

创业类活动等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1. 创新创业系列活动  

2. 建筑模型设计制作竞赛  

3.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活动   

 
艺术体验与

审美修养类  

开设加强通识教育、艺术素养教育和精品文学鉴

赏等内容的项目，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文学艺术和

人文情怀类活动等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1. 街舞协会专场晚会   

2. 经典悦读系列活动  

3. 建造节作品手绘征集  

项目按要求开设 

学生签到并确定实际参与名单 

项目组织方于项目开始前对选课学
生进行筛选确认最终选课名单 

学校审核账号对项目进行审核 

对应开课单位审核账号对项目进行审核 

项目对象学生群体于开课 3 小时前报名 

教师账号于开课前 3 日提交选课申请 

项目开设 10 日内提交学生成绩 

学生查看成绩并对项目进行评价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828&amp;s_course_type=%E7%BB%80%E5%8F%A5%E7%B4%B0%E7%80%B9%E7%82%B6%E8%BF%94%E6%B6%93%E5%BA%A1%E7%B9%94%E9%8E%B0%E6%8C%8E%E6%B9%87%E9%8D%94%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828&amp;s_course_type=%E7%BB%80%E5%8F%A5%E7%B4%B0%E7%80%B9%E7%82%B6%E8%BF%94%E6%B6%93%E5%BA%A1%E7%B9%94%E9%8E%B0%E6%8C%8E%E6%B9%87%E9%8D%94%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511&amp;s_course_type=%E9%8F%82%E5%9B%A7%E5%AF%B2%E5%A8%8C%E7%86%BC%E2%82%AC%E6%B0%AB%E7%AC%8C%E6%B5%9C%E3%82%85%E7%B7%9A%E9%91%B3%E8%97%89%E5%A7%8F


 

 

文化沟通与

交往能力类  

开设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跨文

化交流、提升全球视野等内容的项目，主要记载

大学生参与团队训练、演讲辩论和跨文化交流活

动等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1. 新生主持人大赛   

2. 英语达人秀  

3. 异国经典文化主题月  

4. “一站到底”知识竞赛  

 
心理素质与

身体素质类  

开设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情感情绪管理和身

体素质训练、塑造健全人格等内容的项目， 

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心理、情感、体育类活

动等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1. 谁的月亮谁的心  

2. 义教志愿者招募  

3. 健康减肥大赛  

4. “等风来”风筝节  

 

 

社会工作与

领导能力类  

开设各级各类骨干培训、自我管理与提升教育

和领导力培养、提升职业操守和专业才能等内容

的项目，主要记载大学生在校内各级党组织、团

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在校外的社

会工作履历和各级各类大学生骨干培训等经

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1. “简历特训营”活动  

2. 企业宣讲周系列活动  

3. 青马工程培训班  

4. 五四表彰  

 

 

社会实践与

志愿服务类  

开设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社会担当和感恩奉

献意识培养等内容的项目，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

“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课外的实习实

训类活动等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社会实

践专指寒暑假团队实践活动，其余均属于志

愿服务。  

 

1.最美志愿者评选  

2.快乐助学系列活动  

3.军训服捐赠  

4.“交通公益”系列活动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第二、三课堂的开课方，包括各机关单位、学院、学生组织

等。按要求开设的第二、三课堂项目，才能通过校级审核，项目参与者才能获得对应的学时。 

 

第二章 校级项目 
 

第 五 条  本办法中的校级项目指主要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重在提升学生基

本综合素质，每学期/学年定期举办，并已经初步形成品牌效应的项目。校级项目提

交申请时对应项目类别为校级。 

第六条  校级项目作为第二、三课堂的精品项目及模范项目，为切实保证活动

质量，将被纳入项目评估体系，采用滚动评选制。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

信息管理流程考核；二是活动质量考核，分为线上学生评价及线下活动现场考核。

要求各校级活动除按要求于第二、三课堂信息管理系统对项目进行全程记录外，举

办前至少提前 10 天（每天 18:00-19:00）按要求填写并提交附件 1《预算申请表》、

附件 2《活动策划》至校团委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活动过程中配合大学生第二、

三课堂运营中心成员的现场考核；活动结束后 7 天内提交附件 3《活动总结表》以

及相关报账材料至校团委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并发送活动新闻（包含文字、现场

照片以及活动海报）至 swjtudektxmb@126.com。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3708&amp;s_course_type=%E9%8F%82%E5%9B%A7%E5%AF%B2%E5%A8%8C%E7%86%BC%E2%82%AC%E6%B0%AB%E7%AC%8C%E6%B5%9C%E3%82%85%E7%B7%9A%E9%91%B3%E8%97%89%E5%A7%8F
mailto:鑷硈wjtudektxmb@126.com


第三章 院级项目 
 

第 七 条  本办法中的院级项目指主要面向本院学生，结合学院专业特点开展

特色活动，重在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或提高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的项目。鼓励院

级项目系列化、品牌化、持续化、精品化发展。院级项目提交申请时对应项目类别

为院级。 

第 八 条  院级项目作为第二、三课堂的特色活动，要求各单位于每学期初统

一提交本学期院级项目开课名单，校团委将对项目内容、项目价值、项目学时及项

目容量等进行审核，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活动不予通过或给出调整建议，符合要求的

活动方可在本学期正常开设。 

第九条  院级项目按开课单位对其信息管理流程进行考核，即开课方是否严格

依照本办法第二条进行项目管理。考核结果将作为各单位下学期项目申报的参考依据，

对于考核不达标的单位，将限制其开课数量及学时供给。 

 

第四章 一般项目 
 

第 十 条  一般项目主要面向主要面向团支部、社团少数群体学生开设，重在提升

团支部和学生组织活力，体现学生组织特色。如各类团干培训、团支部实践活动、社团

内部活动等。一般项目提交申请时对应项目类别为一般，项目开设参考表 2 所示。 

表 2 第二、三课堂一般项目开设参考  

活动类型 举例 

学院班委（团支书、班长、学委）培训或总结

交流类项目  

1. 信息学院 17-15 级班长培训会  

2. 主题团日活动 
 

院内竞赛、活动类项目 
1. 电气学院长绳比赛  

2. 詹班五四升旗仪式  

校级学生社团内部活动 

1.书画协会内部书法培训讲座类活动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会专题学习分享活动 

 

第五章 学时要求 
 

第十一条  学时设置原则为 1 学时对应1 个小时的项目，以 0.5 学时为单位设

置，具体要求见表 3 所示。 

表 3 第二、三课堂学时设置要求  

项目等级 学时设置 说明 

校级项目  2-8学时 
 

 
特殊情况需进行说明  院级项目  1-4学时 

一般项目  0.5-2学时 

第十二条  为保证第二、三课堂项目质量，规范第二、三课堂学时供给，要求项

目组织方正确评估项目容量，开课容量不能超过实际参与人数的 20%，否则将影响项目

考评及单位考评成绩。现依据项目级别对开课容量作出以下建议：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3032&amp;s_course_type=%E7%A4%BE%E4%BC%9A%E5%B7%A5%E4%BD%9C%E4%B8%8E%E9%A2%86%E5%AF%BC%E8%83%BD%E5%8A%9B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518&amp;s_course_type=%E7%BB%80%E5%8F%A5%E7%B4%B0%E5%AE%B8%E3%83%A4%E7%B6%94%E6%B6%93%E5%BA%A8%EE%95%AB%E7%80%B5%E8%89%B0%E5%85%98%E9%8D%94%3F


表 4 第二、三课堂项目容量设置要求 

项目等级 项目容量 说明 

校级项目  100-600 
 

本容量包括项目涉及到的全

部用户角色，用户角色在第

十二条进行详细说明。  

院级项目  20-200 

一般项目  5-50 

第十三条 为切实保证学时的科学化、精确化设置，现对选课用户进行细分：  

表 5 第二、三课堂学时及项目容量设置要求  

用户 角色说明 举例 备注 

 

参 与

人员  

成功报名该项目，全程参与

并在项目学习中能达到项目 

培养目标的学生 

晚会类项目的演员

比赛类项目的选手  

讲座类项目的听众  

 

项目容量、学时依照项

目等级限制要求； 

工作 

人员  

参与项目筹备与实施，并全 

程参与活动的学生 

各类活动的主办方工作 

人员  

项目容量≤30 人；  

学时≤2 学时；  

在成绩单上呈现为社会

工作及领导能力类别 

 
观众  

特指非讲座类型的项目（即

活动和竞赛）中，不符合以 

上要求的用户  

颁奖典礼现场观众  

  

 

项目容量≤600 人； 

学时给定 1 个学时；  

第十四条 为规范化我校第二、三课堂工作，现对项目开设方式作如下区分

及要求：  

1、项目开设一次或多次的讲座类或活动类项目，多次项目的内容及参与者

并无关联性的项目。对于此类活动，要求每次项目单独开设，单次项目学时设置为 1-3 

学时，具体开设方式如表 6 所示：  

表 6 第二、三课堂独立/系列活动开设方式  

项目名称  选课时间  开课时间  用户  学时  

 
2017-11-08 19:00    

  

第 68 期青年讲坛——  至  2017-11-18  
工作人员  2  

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  2017-11-18 16:00  19:00    

 
（最晚至开课前 3 小时）    

参与人员  2  

 
2017-12-01 19:00    

  

第 69 期青年讲坛——  至  2017-12-11  
工作人员  2  

忆红军故事，走新的长征  2017-12-11 16:00  19:00    

 
（最晚至开课前 3 小时）    

参与人员  2  

2、项目开设多次且每次项目的内容及参赛者有较强关联性的竞赛类或活动

类项目，要求开设项目时不区分初赛、复赛及决赛等，只开设一个项目，学时设置建议

为1-6学时，不同类型的参赛者获得学时可以用户类别区分，如表7：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2713&amp;s_course_type=%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4%B8%8E%E9%81%93%E5%BE%B7%E7%B4%A0%E5%85%BB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2713&amp;s_course_type=%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4%B8%8E%E9%81%93%E5%BE%B7%E7%B4%A0%E5%85%BB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2783&amp;s_course_type=%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4%B8%8E%E9%81%93%E5%BE%B7%E7%B4%A0%E5%85%BB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2783&amp;s_course_type=%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4%B8%8E%E9%81%93%E5%BE%B7%E7%B4%A0%E5%85%BB


表 7 第二、三课堂系列活动开设方式  

项目名称  选课时间  开课时间  用户  学时  

  2017-11-18 19:00  工作人员  2  

 2017-11-08 19:00   

参与人员  2  

   

 至   

  

最美志愿者评选  2017-11-25 14:00    

 2017-12-07 19:00     

暨颁奖典礼     

 （最晚至决赛时间  

2017-12-08 19:30  

观众  1  

 前 3 小时）     

      

 

第六章 成绩认定 
 

第十五条  为了更好的评价学生参加第二、三课堂情况，同时考虑到第二、

三课堂项目形式的多样性，现按照不同项目类别给予不同的考核评价模型，具体如表 8 

所示：  

表 8 第二、三课堂考核评价模型  

用户类别  成绩给定  备注  

 

 

 

 

参与人员 

讲座 通过、不通过    

活动 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竞赛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单

项奖、优秀奖、参与奖 

参考建议：特/一/二/三等奖

为决赛选手成绩；  

单项奖为复赛选手成绩；  

优秀奖为初赛选手成绩；  

工作人员 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观众  通过、不通过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为了切实保证第二、三课堂项目质量，对于与第二、三课堂七大类

开课要求不符（包括思想引导、项目内容、项目受众、项目意义与价值）的项目，不

列入第二、三课堂项目，校团委在项目审核时将不予通过，各单位开课时可参照如下不予

通过审核负面清单：  

表 9 第二、三课堂审核未通过负面清单 

不予审核原因  举例说明  



 

竞赛/活动类项目的现场观众选课通道  
1. “一站到底”知识竞答（观众选课通道）   

2. 篮球赛现场观众  

项目容量达到上限的二次选课通道  扩容——第二次荧光夜跑  

项目开设后的参与者补选通道  补录——第二次荧光夜跑  

常规工作 班委例会  

活动指向不明的项目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学生组织招新大会、内部会员大会、例会、培训

会及素质拓展等  

1. 本科党建中心 2017 会员大会   

2. 交运青协中期素质拓展   

3. 物理青协组织部培训会  

4. 青年志愿者协会招新宣讲会  

5. 材料青协 2017-2018 学年志愿者培训  

各单位、组织内值班  邮局值班  

活动开展中的某一环节  
“千寻”自习室表发放   

义教志愿者招募  

 

 

 

 
直接或间接重复申请  

1.土木工程学院 2018 年度求职技能培训（二） 

（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8 年度求职技能培训 

（一）时间相同）  

2

.

三

下

乡

终

期

答

辩

（

前

期

若

已

经

开

设

有

相

关

活动的项目，后期不可再立关于改活动的答  辩项目）  

运会机械工程学院方阵队 2（与校运会机 

械工程学院方阵队 1 项目重复）  

 

 

竞赛/活动类递进系列活动重复申请  

1.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运输杯篮球赛小组赛 

（与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运输杯篮球赛淘汰

赛重复设立）  

2. 言值个人辩论赛初赛（与言值个人赛辩论赛 

复赛、决赛重复设立）  

 

 

过于频繁的同一类别项目开设  

1.书籍上架第 8 周（后续设立 9、10、11、12、 

13 共计 6 次项目，不建议频繁开设项目，可合并

为 1 个项目）  

2.文献整理第 11 周（与书籍上架第 11 周时间 

一致且内容接近，可合并开设）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最终解释权归校团委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885&amp;s_course_type=%E9%91%B9%E7%83%98%E6%B9%B3%E6%B5%A3%E6%92%BB%E7%8D%99%E6%B6%93%E5%BA%A1%EE%85%B8%E7%BC%87%E5%BA%9D%E6%85%A8%E9%8D%8F%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3880&amp;s_course_type=%E5%BF%83%E7%90%86%E7%B4%A0%E8%B4%A8%E4%B8%8E%E8%BA%AB%E4%BD%93%E7%B4%A0%E8%B4%A8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3791&amp;s_course_type=%E5%BF%83%E7%90%86%E7%B4%A0%E8%B4%A8%E4%B8%8E%E8%BA%AB%E4%BD%93%E7%B4%A0%E8%B4%A8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535&amp;s_course_type=%E9%8F%82%E5%9B%A7%E5%AF%B2%E5%A8%8C%E7%86%BC%E2%82%AC%E6%B0%AB%E7%AC%8C%E6%B5%9C%E3%82%85%E7%B7%9A%E9%91%B3%E8%97%89%E5%A7%8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173&amp;s_course_type=%E7%BB%80%E5%8F%A5%E7%B4%B0%E7%80%B9%E7%82%B6%E8%BF%94%E6%B6%93%E5%BA%A1%E7%B9%94%E9%8E%B0%E6%8C%8E%E6%B9%87%E9%8D%94%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980&amp;s_course_type=%E9%8F%82%E5%9B%A7%E5%AF%B2%E5%A8%8C%E7%86%BC%E2%82%AC%E6%B0%AB%E7%AC%8C%E6%B5%9C%E3%82%85%E7%B7%9A%E9%91%B3%E8%97%89%E5%A7%8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511&amp;s_course_type=%E9%8F%82%E5%9B%A7%E5%AF%B2%E5%A8%8C%E7%86%BC%E2%82%AC%E6%B0%AB%E7%AC%8C%E6%B5%9C%E3%82%85%E7%B7%9A%E9%91%B3%E8%97%89%E5%A7%8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3601&amp;s_course_type=%E8%B9%87%E5%86%AA%E6%82%8A%E7%BB%B1%E7%8A%BA%E5%B7%9D%E6%B6%93%E5%BA%A4%E9%9F%A9%E6%B5%A3%E6%92%B6%E7%A4%8C%E7%92%90%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490&amp;s_course_type=%E8%B9%87%E5%86%AA%E6%82%8A%E7%BB%B1%E7%8A%BA%E5%B7%9D%E6%B6%93%E5%BA%A4%E9%9F%A9%E6%B5%A3%E6%92%B6%E7%A4%8C%E7%92%90%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490&amp;s_course_type=%E8%B9%87%E5%86%AA%E6%82%8A%E7%BB%B1%E7%8A%BA%E5%B7%9D%E6%B6%93%E5%BA%A4%E9%9F%A9%E6%B5%A3%E6%92%B6%E7%A4%8C%E7%92%90%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490&amp;s_course_type=%E8%B9%87%E5%86%AA%E6%82%8A%E7%BB%B1%E7%8A%BA%E5%B7%9D%E6%B6%93%E5%BA%A4%E9%9F%A9%E6%B5%A3%E6%92%B6%E7%A4%8C%E7%92%90%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490&amp;s_course_type=%E8%B9%87%E5%86%AA%E6%82%8A%E7%BB%B1%E7%8A%BA%E5%B7%9D%E6%B6%93%E5%BA%A4%E9%9F%A9%E6%B5%A3%E6%92%B6%E7%A4%8C%E7%92%90%3F
http://www.stuvip.com/course/skipCourseInfo.do?course_id=1497&amp;s_course_type=%E6%96%87%E5%8C%96%E6%B2%9F%E9%80%9A%E4%B8%8E%E4%BA%A4%E5%BE%80%E8%83%BD%E5%8A%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