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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太原市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联盟介绍

太原市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联盟是由太原市所辖区域内具有教育

功能的各类场所自愿结成的社会公益性团体。

目前太原市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联盟单位共有 36家，其中包括：

1中国煤炭博物馆；

2山西博物院；

3山西省科技馆；

4山西省图书馆；

5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

6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

7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

8太原晋商博物馆；



9 太原美术馆；

10山西老陈醋文化公园有限公司；

11太原市采薇庄园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2清徐县兴源农业有限公司；

13阳曲青龙古镇老电影（山西圣福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4山西大禾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太原市图书馆；

16小学生拼音报社；

17山西西原万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清徐县绿恒常蔬菜发展有限公司；

19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20太原市慧通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1太原市菩泉科教咨询服务中心；

22山西伍玖伍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23台骀山景区；

24太原双合成食品有限公司；

25太原成长教育培训学校；

26山西优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7山西黎氏阁商贸有限公司；

28博远少年电子工程师综合素质训练营；

29山西世纪曙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0山西神飞公务机有限公司；



31 山西老醋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2山西海汇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3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外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4山西小农人食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5山西大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太原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36山西阅牍时代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联盟还将继续扩展社会实践育人的队伍，为太原市的青少年提供

更好的服务。

共同体联盟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青少年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为目标，本着“坚持公益、双向选择、服务学生”的原

则，为太原市青少年学生搭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平台，丰富社会实

践育人场所的社会服务功能，共同为充分认识、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而努力。

2、“太原市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网络平台介绍

太原市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系统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公益活动的一

个平台。

平台操作流程

（1）共同体联盟机构在平台上上传活动；

（2）秘书处后台对活动进行审核；

（3）学生在平台上报名参加；

（4）机构对学生购买的票种进行审核；



（5）机构进行验票；

（6）学生参加完活动之后，填写实践报告，对参加的活动进行

评价；

（7）联盟机构对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填写评语；

（8）学生向班主任申请评定和公示，班主任进行评定和公示；

（9）学生实践报告存入档案。

第二章 系统操作

1、登录

1.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

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shsjyrxt.tydyxsk.com）,选择机构管理员，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

录。



1.2 登陆首页显示

首页左侧为操作菜单栏，可进行日常操作（分为消息中心、新闻中心、服务中心、活动中心、

管理中心、操作指南）；右上角显示登陆机构名称和身份、修改密码、查看通知消息、退出

帐号；展示区域显示活动情况、消息通知、活动形式参与情况、实践记录，可进行快速查看。

2、菜单栏操作功能

2.1 消息中心

2.1.1 全部消息

点击全部消息可查看和本联盟单位相关的通知消息。

2.1.2 系统消息

系统消息一般显示系统升级、系统维护等内容。



2.2 新闻中心

2.2.1 机构动态

点击新闻中心——机构动态——发布新闻。

发布新闻时注意标题设置字数为 30 字内，新闻内容里需上传一张图片，避免影响活动页面

显示此条新闻时的美观。



2.2.2 文件精神

功能暂未开放

2.2.3 优秀学校

功能暂未开放

2.2.4 优秀学生

功能暂未开放

2.2.5 优秀机构

功能暂未开放

2.3 服务中心

功能暂未开放

2.4 操作指南

点击操作指南——文档、视频，可在线选择目录查看文档（视频）或点击下载、打印文档（视

频）。



2.5 活动中心

2.5.1 首页

点击活动中心——首页进入活动平台页面可快速搜索活动、发布活动、我的个人中心、查找

所有活动、查找各家机构、查看综合新闻 校园新闻 机构动态。

点击具体活动，跳转至活动展示页面。



2.5.2 个人中心

查看本机构发布活动

在活动列表界面点击上方我的个人中心，查看本机构发布活动。

点击具体未审核通过的活动，可以在这里对发布的活动进行修改和删除。



点击修改，跳转至活动修改页面。

修改完成之后，重新发布。



点击删除，编辑的活动被删除。

活动审核通过后，可下载二维码、海报供学生扫码报名。

点击查看报名，进行以下操作。



审核

如果活动主办方发布活动时，勾选了主办方审核功能，需要对学生报名信息先进行审核，信

息无误，勾选学生姓名前面的方框，点击通过，信息有误，点击驳回。

导出参加者名单

勾选要导出的学生名单，点击导出 excel，下载参与者的名单信息。

界面提示：新下载任务



点击下载，去桌面查找下载信息

打开名单表



验票

个人报名活动

报名后会生成电子票（二维码及票号）输入票号点击确定，验票完成。

手机端可点击扫码验票，扫参加活动的电子票二维码，验票完成。



团体报名活动

团体活动验票需团长先进行学生名单确认，然后点击团体验票，输入票号进行验票。

2.5.3 找活动

快速跳转至活动展示页面，根据时间发布先后顺序，由近到远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出来。可通

过限制时间、活动分类。

点击具体活动，跳转至活动展示页面。



2.5.4 找机构

查看所有联盟单位活动

点击活动中心——找机构。



页面跳转至机构列表界面，点击正在进行查看本机构发布的所有活动以列表的格式展示；点

击机构动态查看本机构新闻动态；点击 Ta 的历史参与可查看本机构所有发布的历史活动。

点击活动后面的详情，界面跳转到活动展示页面。



2.5.5 发活动

发活动

点击活动中心——发活动或在共同体网络平台中点击“实践活动”进入，点击上方发活动。

活动内容填写要求

课程类别若选择为网络学习课程，下方要填写网站名称，网站地址。





活动费用说明：本系统暂时只能发布免费活动。填写要求如下：

电子票名称：如果是集体报名，填写团体免费票；如果是个人报名，填写个人免费票。

金额：0。

人数：填写本次活动能接待的最大人数。

报团角色：可以填写学校、班级、任何人。

限团：填写本次活动能接待的最大团量。

人数限制、时间限制、票种说明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填写完所有内容之后，点击预览，查看活动内容，无误之后点击发布。



2.6 管理中心

2.6.1 基本资料

点击编辑，可修改本机构头像、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机构办公地址、本机构介绍。

2.6.2 实践活动管理

点击我发布的跳转至 2.5.2 个人中心。

统计分析

1. 各类活动占比情况

以月、日时间段限定时间，查看活动各类情况占比。

2. 各个活动参与活动来源



以月、日时间段限定时间，查看各活动的报名、参与、取消人数。

3. 所有活动参与学生来源

以月、日时间段限定时间，查看各区县参与人数占比及各学校参与活动人数。

4. 评定情况统计

以月、日时间段限定时间，查看活动评定情况占比，点击进入可查看各活动评定人数。



5. 活动发布情况（功能暂未开放）

2.6.3 评定审核管理

点击左侧评定审核管理，右侧展示出本机构发布的每个活动各类人数情况。



点击详情列表，能够看到此参加此活动的所有学生的学校、年级、班级以及活动状态的基本

情况。进行中代表学生实践报告未填写完成。

点击查看，跳转至学生实践记录、评定表界面。



这个界面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学生信息及实践情况

第二部分：实践部门信息及评定。

第三部分：班主任评定。

评定

活动主办方对活动参与者进行评定。点击左侧评定审核管理，找到活动，点击后面详情列表。

看到学生实践记录的状态变为完成，说明学生已经填写完成实践报告，机构现在可以对学生

实践记录做评定。



点击查看详情，跳转至实践记录、评定表界面。



点击立即评定

弹出实践单位（部门）信息及评定界面。

态度：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学生参加活动的态度。

效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学生参加活动的效果。

想对学生说：写下对学生参加活动的表现的评价，写出意见活动建议。

单位评定: 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做出评定，可选项：A、A+、B、B+、C、C+。

点击提交,提示评语已完成，点击确定。



评语展示如下。

2.6.4 电子签章设置

电子签章设置分为电子签名和电子签章（电子签章为统一设置内容）。

电子签名设置，点击设置签名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进行签名，手机上保存签名后电脑端点击



完成设置完成。

第三章 技术支持

1、浏览器使用

建议使用 IE9.0 以上版本浏览器、google 浏览器、QQ 浏览器。

2、技术服务电话

技术服务电话：0351-216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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