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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是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指导下，由中国青年报社携手国
内６３所重点高校共同发起成立的校园媒体联谊组织。
截至２０１７年４月，联盟签约理事高校５５２所，会员媒体近５０００家。会员媒体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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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７９９所高校。此外，北京、湖北、江苏、广东、上海、四川、江西、陕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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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甘肃、山东、广西、辽宁、河南、天津、贵州、山西、海南、云南、浙江、
安徽等２１个区域高校传媒联盟相继成立，成为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重要组成部
分。
联盟曾先后与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２０１０年广州亚运会、２０１１年深圳大运会、
２０１５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合作选拔数百名大学生记者采访这些国际会议和赛事。为
了推动大学生对社会各行业的了解，联盟还曾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网冀北
电力、广东边防部队等合作，选拔大学生记者深入各行业一线采访报道。联盟的
学生记者还多次作为我国青年的代表出访世界各地，并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
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等对话。依托
会员媒体，联盟先后打造了“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 “ 与世界对话” “ 未来讲

未来讲堂
联动采访
新闻训练营
公益体育
公益支教
与世界对话
赛会选拔

堂” “ 新闻训练营” “ 迷你马拉松” 等活动品牌。
从２０１０年至今，联盟还多次开展会员媒体分级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发布总额
６５万元校媒发展基金，扶持高校校园媒体发展。
为了引导会员媒体积极进行全媒体探索，联盟还打造了联盟微信矩阵，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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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

数接近３００万。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国青年报》开创性地开辟校媒版，
并对校媒网进行全新改版，将校媒网、校媒版打造为大学生记者的发稿平台和业
务锻炼平台。
为了鼓励会员媒体转变思维，拥抱各种新媒体、新技术，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国
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腾讯ＱＱ达成战略合作，基于ＱＱ智慧校园，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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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媒体提供囊括平台、技术、用户、内容、培训等服务体系的新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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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第一档面向全国网友的高校新闻视频节
目——《高校新闻联播》在中国青年报官网中青在线、冰点暖闻Ａｐｐ以及大型视
频网站同步上线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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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 成长

关心 成长

concern growth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至８日在北京召

concern growth

２０１６年４月５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到中国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青年报社调研，同青年编辑记者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２月

发表重要讲话。

１９日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当

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

天，学习交流座谈会的题目是：“ 思想政治引领：全媒体融合
转型中的你我他” 。
座谈会前，秦宜智一行在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张
坤等陪同下，参观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秘书处，并听取了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秘书处的工作汇报。

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
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
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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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

Sleuth

Sle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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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5日
中国青年报社携手国内63所著名高校
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2008年5月
联盟官方网站校媒网上线

2 09
2009年5月
2010上海世博会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活动在上海启动
2009年6月
联盟首届执行主席团在北京大学产生
2009年12月
2010广州亚运会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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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联盟执行主席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总编辑李燕茜
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Y20峰会时
受到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亲切接见

2010年8月
2011深圳大运会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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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
联盟在京召开2010年年会
并发布《2010中国高校新媒体发展报告》
2011年4月
启动会员媒体分级评估
2011年4月
“百所高校大学生记者
汶川三周年联动采访”
活动在四川启动

05

2011年6月
职业院校学生记者团在天津成立

2016年10月
桥牌文化大讲堂暨第一届大学生桥牌推广赛启动
2016年5月
联盟与腾讯QQ共同打造QQ智慧校园项目

2016年11月，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年会
在上海临港召开
发布《2016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2016年9月
《高校新闻联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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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7年
联盟选拔20名大学生记者
先后随队赴云南挑战未登峰
2015年3月
发布“高校新闻扶持计划”

2015年-2016年
“校媒精英汇”在北京举办
2015年3月
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
大学生新闻志愿者选拔启动
2015年1月
《中国青年报》校媒版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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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016年
联盟在全国100余所高校开展了
“康宝莱·全国大学生迷你马拉松公益挑战”活动

2014年5月
校媒毕业歌发布

2 14
2013年8月
首次发布校媒发展基金
2013年7月
联盟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

2013年8月
中国大学生新闻社成立

2 13
2012年5月20日
联盟在宁海完成执行主席团换届
并成立沙滩俱乐部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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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媒体组织特性

校媒人

Character

Xiaomeier

校园媒体组织特性

在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校园媒体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它们由
一群满怀理想、富有担当的热血青年组成，活跃在校园生活的每一个
现场。校园媒体区别于其他校园组织独特之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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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内容生产为核心，并有固定生产周期。

2

密切关注校园动态、社会热点。

3

有特有的传播渠道和较强的宣传能力。

4

有严格准入机制，对学生采编能力有一定要求。

5

是未来新闻人才的孵化器。

6

既有一定官方色彩，又有一定自主空间。

校媒人关键词

我们一直在试图总结校媒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哪些独特的
气质。我们也一直有一个疑问，是什么让校媒人永远激情澎湃？
２０１６年１月，校媒联盟秘书处面向历届全国主席团成员征集他们心
中的校媒人关键词，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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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联盟签约理事高校552所，会员媒体近5000家，覆盖799所高校。
联盟签约理事高校

北京、湖北、江苏、广东、上海、四川、江西、陕西、福建、甘
肃、山东、广西、辽宁、河南、天津、贵州、山西、海南、云南、
浙江、安徽等21个区域高校传媒联盟相继成立，成为中国高校传媒
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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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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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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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平台

全媒体平台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微信矩阵，拥有包括中国高校
传媒联盟（ｃｈａｎａｕｍｕ５２０）在内的２４个微信公共
账号，目前微信矩阵粉丝近３００万。欢迎扫描下方
二维码关注我们。

All Media
Platform

2008年11月1日

2008年11月8日

北京
青年观察家

四川
四川校媒

江苏
青团子

2008年12月10日

天津
津媒

起点

2007年8月26日

All Media
Platform

2008年12月21日

关注我们

江西
媒说话

2015年11月29日

2016年12月10日

山西
山西高校传媒联盟

浙江
浙里校媒

安徽
安徽校媒联盟

2009年5月14日

河南
豫青年

2013年6月23日

2009年
4月 29日

上海
上海校媒

2013年6月22日

福建
福建高校传媒联盟

2009年4月26日

2012年
6月 18日

广西
广西高校传媒联盟

海南
海南高校传媒联盟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官方微信

云南
中国云南高校传媒联盟

2011年12月29日

2009年
6月 5日

2012年4月23日

2011年7月28日

2012年4月15日
2010年
5月 29日

2011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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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高校传媒联盟

辽宁
辽宁校媒

山东
山东高校传媒联盟

甘肃
中国甘肃高校传媒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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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湖北校媒

2011年10月10日

贵州
黔学生

陕西
陕西高校传媒联盟

全媒体平台

全媒体平台

All Media
Platform

校媒网
校媒网(www.xiaomei.cc)是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官方网站，也是国内最
大的校园媒体原创内容展示平台。
校媒网自上线以来，一直承担着全国高校校园媒体记者的交流实践平台
的作用，同时也为校媒记者提供了优质内容的展示平台。
校媒网于２０１５年４月进行了全面改版，新版校媒网包含校媒联盟、校园资
讯、校媒活动、与世界对话和未来讲堂五个频道。会员媒体可向校媒联盟提
出申请，将本校的原创内容自主发布到校媒网平台上，更好地展现校园媒体
风采。
２０１７年５月，校媒网再次全新改版，新版校媒网将全新设计，更好地服务
于校园媒体。新版校媒网将实现新闻资讯、校媒活动、区域联盟、高校新闻
联播、新闻公开课等全方位覆盖，并将向会员媒体开放投稿功能和增加校园
展示区，更好地服务大学生，传递青春正能量。

All Media
Platform

QQ智慧校园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以ＱＱ校园号为基础，以推动高校校园媒体向移动客户
端转型、共建智慧校园为目的，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腾讯
Ｑ Ｑ 宣布合作，共同探讨高校校园文化的构成、变化和发展。借助中国青年
报，腾讯全面开放了Ｑ Ｑ 校园号资讯服务运营方的入驻申请。中国高校传媒
联盟会员媒体可申请入驻ＱＱ校园号，其所在高校ＱＱ校园号团队可得到中国
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内容、功能、运营、培训等多方面的扶持。

《中国青年报》校媒版
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国青年报》推出校媒版。这不仅是中国青年报社服务青
年成长的又一平台，更是提供给了热爱新闻、喜爱写作的大学生一个回归初
心的家园。在这里，我们聚焦高校校园生态热点，呈现大学生眼中的生活和
世界。不管是校园里的创新教育、创业群体，还是文化现象、公益事业，不
管是校园乐队、学霸状元，还是志愿者、发明达人，不管是“ 热” 现象还是
“ 冷” 思考，都能在“ 微调查” “ 我同学” “ 大学声” “ 评什么” “ 秀出
彩” “ 芯发现” 六个栏目畅所欲言，记录下属于青年人的校园故事。
目前全国已经有800多所高校开通QQ校园号，覆盖学生近两千万。入
驻校园号的校媒联盟会员媒体近一百家，粉丝数达200万。
中国高校传媒以内容扶
持和运营扶持为契机，服务
校园媒体，中国青年报社为
QQ智慧校园量身打造了“公
共稿件库”平台，供全国入
驻QQ校园号的校媒联盟会员
媒体转载和阅读，截止到2017
年5月份，单篇文章最高转载
量近500，单篇文章最高阅读
量近30万。

13

14

全媒体平台

未来讲堂

All Media
Platform

Future
Leadership Forum

《高校新闻联播》
《高校新闻联播》是一档报道全国高校大事、校园生活杂谈的新闻
节目，内容涵盖国内高校重要新闻、大学校园焦点事件、丰富多彩校园
活动、学生所需实用信息等。节目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４日开播，每周五晚在中
国青年报手机客户端、中青在线网站、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官方微信等平
台播出。迄今共播出二十余期，单期节目点击量最高达２００万次。

《高校新闻联播》既是
校园视频新闻记者、团队的
实践地，也青年学子向世界
表达自我的音响。

“ 未来讲堂”
节目开播以来，来自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家校园媒体先后加

是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公益品牌。活动邀请国内

外各行业领军人物，作为青年学生导师，走进大学校园，通过演讲、论坛
等形式，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知识分享给高校学生和整个社会青年群体。

入采编工作，他们深入每一所高校，挖掘每一个青春故事，关注每一个年
高校学生社团可通过自主申请的形式，将导师邀请到高校中开展讲座。此
轻面孔。每一条新闻都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下一个镜头中的主角就是你。
项活动旨在搭建起大学生与领军人物交流的平台，为行业领军人物在校园
内树立积极形象，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拓宽视野。
活动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开展以来，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全
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原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央视主持人
路一鸣和康辉、探路者品牌联合创始人王静、时尚婚纱设计师兰玉等“ 成
长导师” ，先后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高
校，带来１３场高质量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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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讲堂

未来讲堂

Future
Leadership Forum

未来讲堂
在人民大学启动

Future
Leadership Forum

未来讲堂·魅力女生在成长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未来讲堂” 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启动。首场讲座题为“ 交流使
人生更美好” ，三位主讲嘉宾分别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原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主持人是央视名嘴路一鸣。启
动仪式上，包括四位讲座嘉宾在内的 １４ 名中国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接受邀请，成为“ 未来
讲堂” 项目的成长导师。

：

经典讲 座
导师康 辉 走 进 高 校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未来讲堂” 导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康辉走进厦门
大学，为上千名学生带来了主题为成长的讲座。讲座开始前一个小时，会场门口已排起两
条长长的队伍，过道上也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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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讲堂

未来讲堂

Future
Leadership Forum

Future
Leadership Forum

桥牌文化大讲堂
暨第一届大学生桥牌推广赛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起，中国桥牌协会联合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共同举办
桥牌文化大讲堂暨第一届大学生桥牌推广赛，活动以在大学生群体中推广宣传桥牌
运动为主要目的，鼓励青年学子通过学习桥牌来锻炼思维能力、团队沟通协作能力，
丰富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工行百所高校金融大讲堂
首届桥牌文化大讲堂在全国９省１１市的１５所高校联动举办，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财政
部原部长项怀诚、《人民日报》原社长张研农等作为桥牌普及推广大使走进高校分享桥
牌智慧。共计有近４０００名大学生走进讲堂，近距离了解桥牌文化，亲身体验桥牌的魅力。
在互联网的端口上，１１７４名学生报名第一届大学生桥牌推广赛，固定参与桥牌练习的人
次更是超过了２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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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采访介绍
“ 联动采访” 系列活动是中国高校传
媒联盟和中国青年报社为校园媒体记者提供
的“ 同一选题，多校联动，多平台传播” 的
一体化采访及报道形式，其目的是引导校媒
记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在实战中锻炼新闻
采访及写作能力。采访包括本校采访、本城
市采访和赴外地采访等多种形式。中国青年
报、中青在线、校媒网及校园记者所在校园
媒体，成为活动的主要传播平台。

辑、记者也会深度参与这些联动采访活动，

自２００８年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成立以来， 为校园媒体记者们提供业务指导。
《中国青年报》也通过发展校媒联盟、
为了给会员媒体记者编辑提供业务锻炼机
会，“ 校媒联盟” 不定期举行联动采访活 校媒网、 微博校园等线下 道、线上产品，
动。结合《中国青年报》的版面资源、报社 逐渐探索出一套线上、线下互动配合，学生
下属的各种子报以及中青在线、校媒网等发 体验、参与、传播为主的青年引导方式，极
稿平台，为校园媒体记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 大地调动了青年学生的积极性，有效地实现

百所高校大学生寻访

徐霞客足迹

锻炼机会。同时，中国青年报社的优秀编 了对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引导功能。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先后七次组织校园记
者参加由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华文化促进会、浙江省旅游局、浙
江省宁海县人民

府等共同举办的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百所高校大学生寻访徐霞客足迹” 活动，来自全国数百所高校
的８００多名大学生、来自世界３０多个国家的５０名留学生以及港澳
台学生参加了该活动。活动包括７项子活动，内容丰富，给大学
生提供很好的社会实践和成长平台。全国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和
广泛的体验传播，使得该活动成为热点，广受媒体关注。

２０１１年４月，在汶川地震即将三周年之 们以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在线
际，１２０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媒记者带着全 上、线下向全国大学生展示了废墟中重建的
国人民对灾区的关注和问候赶赴汶川，分 新汶川，让人们从中看到了灾区人民顽强而
成若干小队，开启了百所高校“ 汶川三周 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次联合采访，是全国大
年联合采访” 行动。校媒记者们关注灾后 学生第一次集体关注汶川、关注灾后重建的
三年汶川的发展和变化，也更关注灾区的 活力，它激发了许多青年人对人民

府、对

人民是否有了重新振作的力量和精神。他 中华民族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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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记者看两会

“挑战杯”大学生记者报道团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中国青年报》连续两次推出挑战
杯特刊和挑战杯网络专题，以立体化、全方位、报网互动、
高校互动模式，创新挑战杯报道，独家打造“ 挑战杯” 新闻
主通道。
大学生记者的参与是两次《中国青年报》挑战杯报道
的亮点。竞赛期间，来自３０余家校园媒体的４０多位学生以特
约记者的形式加入“ 《中国青年报》挑战杯报道团” 。大学
生记者共采写新闻通讯稿

２００多篇 ，直发校媒网专题，并

在各校媒体及自媒体上发布。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 两会” 期间，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组织大学生记者关注“ 两会” ，采
访涉及到教育、就业、创业、时

大学生记者探春运

、经济、民生等领域，并完成对两会代表委员的连线采

访。大学生记者的来稿分别在《中国青年报》两会特刊、校媒网及中青在线上发表。２０１２
年，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还与湖南卫视合作录制《新闻公开课》“ 两会” 特
别节目。

大学生记者访村官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具有长远战略意义。２００９
年４月起，《中国青年报》开辟《大学生村官》专版，长期关注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中
国高校传媒联盟承接其中重要栏目《大学生记者访村官》的采写任务，在全国范围内邀请
大学生记者，采访身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全国铁道团委与中国青年报社四次发起“ 大学生记者探春运” 系列

边的大学生村官，全

志愿采访活动。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组织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大学生记者共２３０

面展示“ 大学生村

人参与此次活动，共产生上千篇原创新闻稿

官” 的精神风貌，激
励更多的有为青年尤

。

大学生记者的稿 多次被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中新网、网易、腾讯、新浪等多
家互联网媒体转载。

其是大学毕业生，树
立与祖国共奋进、与

校园文化理事谈

时代齐进步、与农村

23

共发展的人生观与世

２００９年４月起，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组织各理事单位学校的学生记者，采访联盟理事对

界观。鼓励他们到基

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媒体发展的看法和理念。共有来自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

层去，到农村去，健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４０所高校的６２篇专访稿件（所有稿件都刊登在校媒网“ 校

康成长，建功立业。

园文化理事谈” 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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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校媒

暑期精英训练营
为了更好地扶持会员媒体，帮助优
秀校园媒体提升业务水平，中国青年报
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每年的８月举
行上海校媒暑期精英培训营，已成功举
办过七次，活动致力于提高各高校校园
媒体负责人的新闻业务能力，更着重于
提高成员间的团队合作能力，活动邀请
新闻行业的大佬们前来授课和实战结合
的方式，形成了新媒体挑战赛、评报会
（纸媒＋ 微信推送）、Ｗ ｏｒｋｓｈｏｐ、神秘
任务等多样化的形式。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中国青年报社启动“ 青年态度•央企社会责任评价” 项目，让大学
生记者“ 走央企基层、接百姓地气” ，积极开展大学生走进央企活动，力求创新央企与

2011百度·校媒主编训练营

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方式，通过深入央企最基层的探访考察，让大学生记者了解中央企业
的真实状况和中央企业员工的精神风貌，进而了解央企现代化创新科技成果。截止目

为扶持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提升校园媒体对新媒体的了解，帮助其利用新媒体提升传

前，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先后组织了包括香港、澳门大学生在内的全国三百多名优秀大学

播力，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百度公司合作，举办“ ２０１１百度·校媒主编训练营” 。训练营

生记者实地走访中国石化中原油田、胜利油田、镇海炼化、国家电网冀北电力等中央企

分两期举行，每期营员１００人。前后两期训练营分别以新媒体传播、新媒体与公益等主题，

业，大学生记者深入生产一线，与基层一线工人交流，体味和分享一线工人的点滴生

邀请国内最前沿的互联网企业与校媒主编面对面交流，让校园媒体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新媒

活，体验新闻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在基层和实践中增长见识、提高本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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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共有来自２９０所高校的５２２个社团
参与报名，入选的１０６所高校覆盖全国３６
个地区，活动中涌现出诸如方阵表演、手
语传情等形式，以及部分高校创意出民族
秀装跑、荧光夜跑、男神女神跑、武术表
演跑、火炬传递跑等新颖跑法，“ 嗨翻全
场” “ 为爱出发” “ 秀出自我” 等成为迷
马关键词。多个高校领导出席开幕式或亲
自领跑，校外人士也慕名而来，听障人
士、媒体机构、亲子家庭、公益组织共同
为爱出发。
“ 迷马” 共有２５万名大学生参与到这
场体育公益嘉年华，累计跑步距离总长可
饶地球３０圈，为听障儿童募集善款超１０００
万。从组织者到挑战者，被媒体称为——
被“ 迷马” 唤醒的公益一代。数百家媒体
转发报道，专题网站浏览量２０万余次，微

康宝莱 • 全国大学生迷你马拉松公益挑战

博话题近３０００万阅读量，影响千万中国大
学生。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倡导的“ 迷马精
神” 成为参与大学生的健康新风尚。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中国青年报社、中国
高校传媒联盟联合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
限公司，以关爱贫困失聪儿童、增强青年大
学生体质为目的，举办了“ 康宝莱·全国大
学生迷你马拉松公益挑战” 活动。至今，
“ 迷马” 已连续举办３年，覆盖学校、参与人
数、参与形式、传播方式、传播影响力等再
上新台阶。
该活动结合康宝莱“ 天使听见爱” 公益
项目，鼓励大学生“ 走出寝室、走下网络、
走上操场” ，为听障儿童募集善款，捐献耳
蜗，呼吁大学生乃至全社会关注听障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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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校“关爱留守儿童
“ 快乐学校”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是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主办，
特别支持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自２０１０年启动以来，始终以“ 在一起，我快乐” 为主
题，通过支教服务、社会调查、公益捐赠、亲情陪伴等方式，帮助留守儿童度过安全、快乐
而充实的假期。
该行动最初由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
盟联合主办。２０１３年寒假起首次走出四川，在四川、贵州、重庆、甘肃、云南、广西、山
东、福建、山西等９个省（区、市）同步开展。迄今为止，“ 快乐学校” 已成功举办１３届，来
自２７个省（区、市）的５５００多名大学生成为“ 快乐学校” 志愿者，累计服务留守儿童５万多人
次。
“ 快乐学校” 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固定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依托
各地的留守学生之家、农村中小学校、青少年宫等活动阵地，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
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等内容，通过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陪伴农民工子女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感受亲情和快乐。

雪花大学生勇闯天涯挑战未登峰
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７年，“ 雪花勇闯天涯” 一直倡导进取和挑战，十余年间勇士们曾穿越
峡谷、探源长江、远征边境线。自２０１５年开始，“ 雪花勇闯天涯” 系列活动活动开始聚焦
于大学生这个洋溢着青春热血的群体，希望将一份能融入整个生命的勇闯精神传递给他
们，鼓励他们直面未知的风险，勇于开拓自己的未来。
活动依托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影响力，在全国１５０余所高校进行联动传播，并面向全
国高校在读学生选拔大学生报道团。两年报名人数超过３０００名，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来自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２０名大学生记者先后随队赴
云南德钦县挑战未登峰，共有３名大学生记者成功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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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with the World
对话国际政要系列活动

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

对话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２０１０年６月，由组委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７日，中华全国青年
会选派的中国大学生代
联合会、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中国
表、清华大学《清新时
人民外交学会、中央电视台合作，
报》总编辑李燕茜，在参
在中央电视台“ 全球辩论” 演播室
加加拿大多伦多Ｙ ２０青年
举办了“ 中国青年对话英国前首相
峰会时，受到时任中国国
布莱尔” 的活动。
家主席胡锦涛的亲切接
见。胡锦涛主席在接见李
燕茜时强调，中国青年要

对话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关心国际事务，培养国际
视野，了解各国文化，自
信地、充分地在国际舞台
上展现中国青年的风采。

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１１日，来自全国多所高

对话驻华大使系列活动

校的７名中国青年代表汇聚在北京接受短暂集
训，随后奔赴墨西哥普埃布拉市参加２０１２年

对话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青年峰会，与各国青年代表就经济、金融、
国际合作、青年就业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上午，德国前总

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５人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

理施罗德在北京交通大学与来自北

日至２１日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参加了二十国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３２所高校的中国

集团青年峰会。在俄期间，代表团积极参加

高校传媒联盟大学生记者代表、国

峰会各项活动，与各国青年进行了深入交

际交流志愿者交流，并欣然题词：

流，结下了深厚友谊。

“ 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活动和富有
启迪的对话。”

对话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
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９日 ， “ 与 世 界 对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大卫·米利班德
话” 活动走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
与中国高校传媒联盟１０名校园媒体负责人就“ ２１世纪是否是
话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先生。
亚洲世纪” “ 西方眼中的中国” 等话题展开交流。
２０１３年５月７日下午，“ 与世界
活动结束后，大卫·米利班德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他
对话” 走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
们热衷于旅游；他们雄心勃勃；他们能更关心经济危机、气
使馆，对话了时任德国驻华大使施明
候变化和人权问题。聆听这场开放式的座谈非常有趣。”
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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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英国
划” ，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间开展中英各４００

百名青年代表团
名青年互访活动。此前，双方已有７００名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晚，全国青联在北京举 年成功实现互访交流，访问主题分别为“ 青
治和商业领导力” 、
行“ 中英４００—青年交流计划” 欢送招待会 年与社区发展” 、“
“
创造力与文化创新”
，取得了积极的交流
暨“ 绿色生活，中英同行” 活动汇报表演。
中英两国青年共同表演了小品、歌舞等节 成果。此次英国百名青年代表团是该项目框
目。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 架下的最后一个访华代表团。２０１３年５月７
主席卢雍政，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原英国 日，首届中英青年领袖对话活动在北京大学
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英国大使馆文化
驻华大使古思田出席招待会并致辞。

中美青年联合社会实践
２００８年１月，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与英 教育处、中国青年报社以及中国高校传媒联
国前首相布朗就建立中英青年交流机制达成 盟、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社团联谊会联合主
共识。受两国政府委托，全国青联与英国文 办，来自中英两国的学生青年领袖在北京参
化协会共同实施“ 中英４００—青年交流计 加了为期一周的活动。

为激发中美两国青年对彼此国家的兴趣，增进对双方国家的了解，加强彼此间的合

中澳青年论坛
作和友谊，巩固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全国青联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自２０１１年起分
别在中美两国开展中美青年联合社会实践项目。

第一届 地点：中国
首届项目由中美大都会赞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公益支持，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至９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４日至６日，由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与中澳青年联合会联合举办的首届“ 中
５日在华举办，参与者由美国常青藤名校学生、美国在华青年以及中国优秀大学生代表共

澳青年论坛” 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中澳两国３０位杰出青年代表参加了论坛。在论坛上，代
同组成。参与者兵分十路，前往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江苏、四川、河南、陕西、

表们围绕亚太地区格局、环境保护、中国商业环境、东西方文化差异、中澳关系等话题各
湖北、广东、福建十个省、市、自治区展开实践。

抒己见，并聆听了学术、文化、商业界知名人士的演说。
第二届 地点：澳大利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由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和中澳青年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中澳青年
对话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和悉尼举办。外交学院杨亚薇、腾讯微博徐志斌等１２名青年代表，
与澳大利亚的１２名青年代表一同，与包括澳
大利亚前首相ＢＯＢ ＨＡＷＫＥ ＡＣ、贸易部部长
Ｃ Ｒ ＡＩＧＥ ＭＥＲ ＳＯＮ与财 部秘书长ＭＡＲ Ｔ ＩＮ
ＰＡ Ｒ Ｋ ＩＮ ＳＯ Ｎ ＰＳＭ 、外交与贸易部秘书长
ＤＥＮＮＩＳ Ｒ ＩＣＨＡＲ ＤＳＯＮ ＡＯ、澳大利亚前驻
华大使ＧＥＯＦＦ Ｒ ＡＢＹ 博士等３６位来自政界、商
界、学界等行业的嘉宾共聚一堂，就华裔在
澳大利亚的社会角色、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问
题、中澳战略性资源贸易动向和中澳两国文
化创意产业等主题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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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选拔类活动简介
高校青年群体向来是大型赛会重要的宣传对象，而大学生记者也非常希望
有机会亲身参与大型赛会报道。为帮助大学生记者走出校门，直接参与这些重大
赛会的报道，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曾联合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２０１０广州亚运会、２０１１
深圳大运会主办方，共同举办系列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活动。活动通过前期选拔
预热、中期大面积校园传播以及后期上会采访，不仅帮助大学生记者提高了自身
的传播能力和新闻采写能力，更是直接推动了三大赛会在高校的影响力。

面向校媒联盟近518所理事高校、5000家会

报名阶段

员媒体发布活动消息，吸引上万名校园媒体记者
关注，每次活动都有超过1000人完成报名程序。
所有参选者通过其所在校园媒体以及博客、
SNS、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传播相关赛会

人气PK

消息，组委会通过其传播效果衡量其传播力并淘
汰部分参选者。

作品评选

校园传播

正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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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５月，上海世博会注册大学生记

开讲座、制作世博动态简报等，使更多的人

组委会将组织评审团，对传播能力突出的参

者选拔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启动。本

选者进行作品评选。按一定比例选出文字、摄

次活动面向全国高校选拔１１０名大学生记者

２０１０年３月，根据训练营期间的专家面

影、视频等类别参选人成为“世博/亚运/大运校

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报道。这是中国大学生

试及对世博推广情况，共有来自全国２８个省

园传播大使”及注册大学生记者正式候选人。

记者第一次以正式注册记者身份，参加大

份１００所高校的１１０名大学生成为“ 上海世博

型活动的宣传和推广，也是世博会百年历

会注册大学生记者” 。

正式候选人在赛会开始前，将赴赛会举办

训练营

世博会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简介

史中第一次出现大学生记者的身影。

知道了世博、了解了世博、走近了世博。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１１０名“ 上海世

地，举行为期一周左右的模拟采访训练营。他们

活动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各高校尤其

博会注册大学生记者” 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月、

不仅能提前了解赛会筹备情况，还能获得来自中

是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理事单位的广泛关注

８月分三批前往上海采访世博会。他们参与

国青年报社名编名记的专业指导。

和支持。共有来自全国２９个省份４１５所高校

了可口可乐１２５周年庆典活动、“ 欧盟与世

训练营结束后，正式候选人将返回所在高

的１５４０人报名参选，经过网上报名、博客展

界” 论坛、“ 与世界对话” 论坛。在《中国

校，通过举办校园活动，或在校园报纸、电视

示、校媒联盟理事单位推荐、网友及专家

青年报》发稿５６篇，在众多社会媒体发稿百

台、广播、新闻网、BBS、海报、新媒体等平台

共同评选等方式，选拔出１５０名正式候选

余篇并接受多家社会媒体采访。世博注册大

发布相关消息进行半年以上的宣传活动。

人，并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复旦大学进行了为期

学生记者还利用各自的媒体资源，开展世博

一周的培训。

宣传，通过校园媒体、人人网、博客、微博
等发稿千余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根据正式候选人在训练营和校园传播期间的

候选人在上海世博局安排下，接受了

成绩，组委会将确定正式注册大学生记者人选，

世博相关知识的培训，考察和采访了上海

据统计，通过百度和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关键

在赛会举办期间上会采访赛会盛况。中国青年报

世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并被授予“ 世博城

词“ 世博会” 、“ 大学生记者” ，相关信息

社及校媒联盟会调动所有传播渠道供校媒记者发

市之星” 称号。回校后，大家在校内外展

分别为３２１０万条、１６１０万条。

稿。

开了一系列世博宣传活动，如张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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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简介
亚 运 会 期 间 ， 来 自 全 球 各 大 媒 体 的 大媒体、网站特约通讯员，他们自身也成
９０００余名记者进驻亚运城，在广州上演了 为了各个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
为了带动全国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群
一轮世界级的媒体大战。在这些记者队伍
中，５０个年轻亮丽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体积极关注、参与广州亚运会，在第１６届
他们扛着不算专业的相机，提问的问题还 亚运会组委会的指导下，亚组委宣传部、

大运会 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简介

略显稚嫩，却乐此不疲地穿梭在各个新闻 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主办了“ 广州２０１０年亚
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选拔” 活动，选拔活
发布会现场。
这５０名大学生记者，是从全国４００多所 动得到了广东移动的大力支持。在选拔过
高校１０００多名大学生中层层选拔产生的。 程中，有４００多位高校党委宣传部长、团委

“ ２０１１年深圳大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先后两次赴深圳报道。

这是中国大学生记者第一次深度参与大型 书记和体育名人、传播学者、媒体知名人
体育赛事的宣传报道，也是亚运会６０年历 士 写 来 推 荐 信 。 在 网 络 连 署 环 节 的 １０天

际，经过层层选拔的１５０名“ 招商银行杯” ２０１１深圳大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候选人，代表全

内，有１０万名大学生在各大网站公开发表

学生记者集体采访特区建设、大学校园意见精英“ 深圳论坛” 、对话深圳市委书记等主题

史上第一次出现大学生记者的身影。

在为期１６天的亚运赛程中，５０位注册 博客（日志）支持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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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执行局委托，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全国校园媒体中选拔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大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也恰逢深圳特区建设３０周年。值此之

国１００多所高校的校园媒体，集体访问深圳。活动安排了“ 大运会校园传播大使” 培训、大

活动，通过组织参观、培训以及新闻采写的实务操作，帮助大学生记者成长，同时让年轻

大学生记者分布在主新闻中心、足球、游

一代了解深圳、热爱深圳、推广深圳，并进一步在大学校园普及大运知识、弘扬大运理

泳、网球等十几个比赛场馆，通过校媒

念。

网、各校校园媒体、博客、微博、手机、

大运会期间，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１００名大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组建“ 大运校园传媒

视频等多重传播 道全方位立体化传播亚运

集团” ，以集团化、多媒体传播手段报道大运会盛况。大运校园传媒集团下设五大产品，

赛况。同时，他们还走入广州大街小巷，

包括《一起大运报》、网络专题、电子杂志、大运微新闻、Ｃ Ｕ ＭＵ 网络电视台。１００名注

采访市 、交通、志愿者、数字亚运等各方

册大学生记者不仅为报纸、杂志、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供稿，而且还开创了大学生记者微博

面内容。此外，这些大学生记者还成为各

报道大运的先河。这也是大运会赛场上首次出现大学生记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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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锦赛 大学生新闻志愿者选拔简介
２０１５年６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高校选拔北京田径世锦赛大学生新闻志愿
者，３０名优秀校媒学生记者共同组成志愿者特刊《志愿巢》编辑部，于２０１５年８月赴北京鸟
巢，报道田径世锦赛幕后的故事。
在为期９天的田径世锦赛赛程中，３０名大学生新闻志愿者分布在鸟巢的各个地方，采
访近千名志愿者，完成２０期《志愿巢》报纸的采写。同时，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微博、微信
等自媒体平台传播田径世锦赛赛况。
《志愿巢》是一份记录田径世锦赛志愿者服务、文明观赛和田径知识普及等内容的报
纸，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田径世锦赛群众工作部、中国青年报社主办，中国高校传媒
联盟承办，这是首次以３０名大学生为主体组建大型赛会志愿者特刊编辑部。

中国高校新闻扶持计划
２０１５年３月，在百度公司的支持下，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布“ 中国高
校新闻扶持计划” ，设置深度报道、人物通讯、新闻评论、新媒体作品、中青第一届“ 高
校新闻扶持计划” 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启动，共有４１３名校园媒体人和５４８３件新闻作品参与评
选。经过评审委员会三轮评选，共有１０名优秀校园媒体人获得“ 中青·校媒奖学金” ，４７件
新闻作品赢得优秀作品单项奖。
校媒奖学金等多种奖项。
第一届“ 高校新闻扶持计划” 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启动，共有４１３名校园媒体人和５４８３件
新闻作品参与评选。经过评审委员会三轮评选，共有１０名优秀校园媒体人获得“ 中青·校
媒奖学金” ，４７件新闻作品赢得优秀作品单项奖。
２０１６年，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的指导下，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主办，
百度公司公益支持的第二届“ 中国高校新闻扶持计划” 启动。在延续２０１５年奖项的基础
上，增设“ 全国高校最受欢迎的百强校园媒体” 评选。
２０１６年４月，“ 寻找全国高校最受欢迎的百强校园媒体” 先行启动，共有近千家校园
媒体报名参与，最终有１００家校园媒体被评为“ ２０１６全国高校最受欢迎的百强校园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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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媒发展基金
２０１１年初，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布的《２０１０中国高校媒体发展报
告》显示，在所有的资源需求中，当今高校校园媒体对“ 资金支持”
的需求最大。为帮助资金短缺且上升潜力大的校园媒体实现更好更快
地发展，在腾讯、卫康公益等支持下，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于２０１１年８月
启动校媒发展基金，首批校媒发展基金约２０万元，重点扶持约３０家校
园媒体，通过增加发行量、缩短发行周期、增加版面数量、拓展新媒
体传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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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方式提升其传播力。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联盟三星、四星、五星级会
员媒体再次启动了２０１４年校媒发展基金，总额２５万元。其中，５万元用

为树立校园媒体行业标准并形成良性循环模式，促进各校际同类媒体之间的交流、学

于扶持会员媒体新媒体探索；剩余２０万元用于扶持会员媒体在内容生

习和提高，鼓励会员媒体加强内部建设，提高团队水平、提升业务能力、更好地扶持会员

产、发行推广、活动举办、内部培训等方面开展有益的探索。本次校

媒体、帮助优秀校园媒体建设更好的采编团队，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于２０１１

媒发展基金采取项目申报制，经会员媒体申请，由秘书处进行初审，

年起面向会员媒体启动分级评估，每三年进行一次复审。截止目前，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五

评审委员会终审，共７９个项目入选。每个项目获得５００元—３０００元不等

星级会员媒体共５家（报纸５家）；四星级会员媒体３５家（报纸２３家，杂志１２家）；三星级

的基金支持。

会员媒体８７家（报纸６１家。杂志２６家）。

41

42

合作伙伴
Cooperation
partner

校媒精英汇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暑期，由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 校媒精英汇” 活

战略合作伙伴

动在京启动，两年来，该活动共吸引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知名高校的
１００名校园媒体精英参加。

卫康公益
校媒发展基金、“ 快乐学校” 传播活动公益支持

浙江宁海
徐霞客出游地，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换届大会永久性会址

腾讯QQ
与校媒联盟携手打造ＱＱ智慧校园项目

成长伙伴

两年来，主办方邀请了时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财新传媒首席调查记者王和岩、中国青年报社编委曹林、“ 一点
资讯” 总编辑吴晨光等知名媒体人作为授课导师，以“ 校媒大学” 的形式进行培训，通过
高水准的新闻业务讲座与学生实战相结合的方式，让这些“ 未来新闻人” 受到新闻理想的
感染，并真正理解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国未来的新闻行业培养“ 有情怀、有坚守” 的人
才。同时，为让大学生记者们充分发现、挑战自我、活动还设计了小组命题ＰＫ 、户外素质
拓展活动、“ 毕业答辩” 等换届，用以锻炼并培养真正的未来新闻人，力求把“ 校媒精英
汇” 打造成新闻行业的“ 黄埔军校” 。２０１６年的活动中，参加活动的学生在世界冠军庞
清、佟健等中国优秀花滑运动员、教练的指导下，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为２０２２年北京冬
奥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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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单位名录
Director Units
北京市（总共38所）
普通高校（34）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国际关系学
院 北京北大资源研修学院 北京财经专修学院 外交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吉利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侨学院（燕
京华侨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4）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上海市（总共25所）
普通高校（24）
复旦大学 上海外贸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财经大
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海关学院 上海商学院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音乐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3）
上海公安专科学校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总共21所）
普通高校（15）
中山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 汕头大学 广州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湛江
师范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总共39所）
普通高校（32）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淮阴师范学院 苏州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扬州大学 三江学院 南京审计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农
业大学 淮海工学院 河海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南大学 南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常州工学院 西交利物浦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徐州师范大学 常熟理工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淮阴工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南
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常州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7）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科技职
业学院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省（总共56所）
普通高校（36）
武汉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华中农
业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三峡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武昌理工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大学 湖北文理学院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武昌
工学院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 荆楚理工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工程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大学知
行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汉口学院 湖北民族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武汉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湖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轻工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20）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鄂东职业技术学
院 鄂州职业大学 仙桃职业学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黄石职业技术学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 长江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陕西省（总共14所）
普通高校（11）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安康学院 西京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外事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
安工程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3）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总共33所）
普通高校（24）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 景德镇陶瓷学院 南昌商学院 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服装学院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中医学院 井冈山大学 九江学院 南昌工程学院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农业大
学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南昌大学 江西工程学院 南昌理工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9）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江
西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总共18所）
普通高校（14）
四川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华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
院 成都大学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6）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市（总共2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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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16）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天狮学院 河北
工业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4）
天津职业大学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市（总共17所）
普通高校（14）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大学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大
学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3）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辽宁省（总共19所）
普通高校（13）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科技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大连外国语学院 沈阳工业大学 大连大
学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渤海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6）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美术职业学院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水利职
业学院
福建省（总共21所）
普通高校（17）
福建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华侨大学 福州大学 龙岩学院 莆田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 仰恩大学漳州师范学院 福建师范
大学协和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 福建工程学院 闽江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4）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华夏职业学院
山东省（总共25所）
普通高校（17）
山东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聊城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 潍坊学院 山东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万杰医学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 鲁东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理事单位名录
Director Units
职业技术院校（8）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东营职
业学院
河南省（总共30所）
普通高校（28）
郑州大学 南阳理工学院 开封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中医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郑州
科技学院 河南大学 信阳师范学院 商丘师范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郑州工商学院 许昌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 新乡医学院 商丘工学院 平顶山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郑州师范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2）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共16所）
普通高校（13）
广西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财经学院 贺州学院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广西师范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
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桂林医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钦州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3）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省（总共16所）
普通高校（14）
云南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昆明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中医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 西南林业
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 红河学院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2）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贵州省（总共8所）
普通高校（7）
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遵义师范学院 凯里学院 贵州师范学院 毕节学院 贵州理工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1）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省（总共10所）
普通高校（8）
兰州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政法学院 兰州商学院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2）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总共17所）
普通高校（13）
河北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燕山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美术学院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中医学院 唐山师范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4）
石家庄外语翻译职业学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省（总共9所）
普通高校（9）
吉林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工商学院 北华大学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
黑龙江省（总共9所）
普通高校（9）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
浙江省（总共17所）
普通高校（11）
浙江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财经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浙江海洋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农林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6）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
安徽省（总共16所）
普通高校（1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新华学院 滁州学院 安徽大学 合肥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皖南医学院 安庆师范学院 铜陵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外国语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省（总共12所）
普通高校（7）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南华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湘潭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5）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总共21所）
普通高校（18）
山西大学 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 山西中医学院 中北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大同大学 长治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 忻州师
范学院 太原工业学院 晋中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 吕梁学院 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学院 长治医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3）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省（总共10所）
普通高校（5）
海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医学院 琼州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5）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总共4所）
普通高校（4）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共5所）
普通高校（4）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宁夏理工学院
职业技术院校（1）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共2所）
普通高校（1）
石河子大学
职业技术院校（1）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省（总共1所）
普通高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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