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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团日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背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但也带来了环境
的不堪重负，近期频频出现的死亡村、癌症村像一泼泼凉水，惊醒了一
颗颗急功近利的心。这些都告诉我们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当代大学生
作为国际和民族的希望，更应当克己复礼、以身作则，把保护环景的理
念付诸到日常生活中去。

二、活动主题：保护环境 传承文明

三、活动目的：(1)级为单位的进行保护环境的团日活动，可以引起班级
人对保护环境的重视，从而达到我们团日活动的最初目的。另外，以班
级为单位可以从声势上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参与，从而起到宣传的目的
。

(2)班级团日活动，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享，可以加强班级的凝聚力和团
结性

四、举办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一班

五、参与人员：图书馆学一班全体同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们

六、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20xx年10月30日星期日，地点天平河畔和经
贸大学内

七、前期准备：①制作条幅、展板进行宣传以及吸引相关爱好者

②对班级同学及积极宣传我们所举行活动的意义和

作用，提高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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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活动期间会穿插一些趣味活动，放松身心，所以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如烧烤、放风筝等

④对活动物品进行采购，如手套、大型塑料袋、水等

⑤对活动期间的安全要进行着重强调

八、活动流程：8：00一部分人准时集合出发去河边，一部分人留在校内
宣传

9：00~12;00收集护城河畔左右的垃圾、并向周围小贩小商们提议尽量不
要向客人们提供塑料袋等

12;00~14:00 进行集合和集体午餐及游戏

14：00~16;00继续进行清理垃圾活动

九、活动经费：宣传费：条幅、统一的帽子

工作费：大型塑料袋、水

活动费：烧烤的费用、风筝

十、注意事项：1、活动期间要注意安全，毕竟我们的活动是在水边举行

2、采购食物的时候，注意食物的质量，保证食品安全

3、注意活动的质量和活动的效果及宣传作用

十一、活动的后期延续：做好后期的报告和宣传工作，使得保护环境的
理念得以在全校推广和传播，是大家的环保意识得以提高。

2、环保团日活动策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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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追求绿色时尚，拥抱绿色生活。

二、活动背景：为迎合世界地球日，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与，环保在行
动。

三、活动目的：让同学们增强环保意识，自觉爱护环境，保护地球——
我们的家园；增强同学们的责任感，发出倡议，自觉地用行动来传递绿
色。

四、活动意义：通过活动，树立同学们的环保意识并积极行动起来保护
环境，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做个环保有心人，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

五、活动时间：20xx年4月25日星期三晚19:00

六、活动地点、对象：35队教室、35队队长及全体同学

七、活动主持人：康雪莲、刘敏

八、活动流程

（1）准备工作：组织在校园内宣传，环保签名活动

（2）主持人开场白后，活动开始，引出一个T台秀表演，播放背景音乐
。T台秀表演，要求每个寝室选出1名选手。同学们利用报纸、废纸、各
种物品制作成服装、挂件、饰品等穿戴在选手身上（废品利用设计），
发动寝室成员的想象力，大胆设想创新制作，一起动手动脑，打造属于
自己寝室的绿色时尚。该环节设置评分，以寝室为单位得分，评选出前
三名。

（3）环保知识演讲，树立环保意识（两名同学做好PPT进行演讲）

（4）然后，有两名同学把已签名的横幅拉开，由主持人加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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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游戏环节：做一个小游戏，表演者借助各种道具来表演自然界事
物，也可做出各种环保标志，找同学认出表演的是什么(有奖回赠给同学
)

（6）环保情景剧的演出

（7）公布T台秀的评选结果，发放奖品，然后播放一小段环保公益广告

（8）环保朗诵，颂扬环保爱文明

（9）播放动漫型环保教育片（要求同学自愿组合配音）

（10）最后，再以一段环保公益广告VCR结束

（11）主持人宣布团日活动结束，欢送各位评委

九、主办单位：105寝室协办单位：406室和206室

十、负责人上交本次活动总结

3、环保团日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主题

碧水蓝天——环保伴我行

二、活动对象

机械1001班全体同学

三、活动目的

宣传环保知识，提升同学们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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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背景

刚进入大学校园，同学们的思想和环保意识还未进入大学水平，不懂在
大学里我们如何加入到保护环境的大家庭中，为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平台
，我们组织了这次的团日活动。

五、活动地点

工院南区

六、活动时间

10月8日

七、活动开展

1、 叫各宿舍舍社长通知活动时间地点，然后告知活动内容并通知8号早
上7点在宿舍召开小型动员会

2、 同学到场后由班长和团支书发表讲话（主要是动员和介绍环境保护
的相关知识）

3、 到食堂前宣传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及环保的重要性

4、 午餐时间组织同学到食堂和同学们建议“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建议
同学们珍惜粮食，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筷子，为环保事业进了自己的一份
力量.

5、 下午组织同学们打扫校园

6、 对活动做出总结

八、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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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

九、注意事项

1、如遇不懂的事向班长和团支书询问（必要时可向学长学姐询问）

2、调节现场气氛，避免和同学出现矛盾。

机械XX团支部

一，活动主题：

“低碳环保，爱城市，爱生活”

二，活动背景

温室气体让地球发烧，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让我们的城市在没有以前的绿
水蓝天，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高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如此境况让我们
不得不深思。因此，对于如何去保护我们城市环境的探讨成为当今社会
问题的重中之重。

三，活动目的

本次活动旨在带领各位同学通过活动，了解有关低碳环保的部分知识，
初步了解学校周围的城市环境，更好地体会中大南方在校生活的美好，
从而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及同学们对生活的热
爱，形成一个更具活力，团结友爱的团支部。

四，主办单位

电子通信与软件工程系1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

五，策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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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11月17日——19日

准备时间：20xx年11月20日——25日

活动时间：20xx年11月26日14:30——17:30

六，活动地点

广州从化温泉镇及周边地区。

七，活动对象

电子通信与软件工程系1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全体成员

八，活动形式

本次活动以骑自行车的形式进行，将沿着活动路线，参观从化马术场，
运动谷，国家森林公园。并展示我们“低碳环保，爱城市，爱生活”的
主题。

九，活动路线

学院、从化马术场、从化街心公园、运动谷

（如果时间允许，则在返回过程中在参观国家级森林公园）

十，宣传方案

1，网络宣传

①、QQ群：在班上QQ群发有关团支部活动的消息，接受报名。

2，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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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飞信通知：通过班里的飞信群像同学通知有关事宜。

3，电话联系

①、通过电话联系让同学们积极踊跃参与活动。

十一，活动方式

1、在到达每一个景点，我们都将展示我们团支部的组织红旗，展示我们
学校的班级红旗。

2、在每个景点，我们都以拍照的形式来见证我们所生活城市的美丽，从
而提高同学的自豪感。

十二，物资预算

1，印制主题红旗一面，班级红旗一面，预计60元。

2，每个同学各租用自行车一辆，预计150元。

3，每个同学矿泉水一瓶，预计30元。

4，五彩气球一袋，预计20元。

5，其它费用预计20元。

共计约280元。

十三，活动职责

团支部活动主要负责人：李坤，黄浩锋

活动工作宣传负责人：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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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工作组织负责人：郭志邦

活动资金负责人：李敏

活动拍照负责人：李少洪

活动照片收集负责人：李坤

活动安全负责人：蒋泽聪，梁伟彬

十四，后期工作

1，撰写活动的总结报告。

2，收集和整理照片，制作幻灯片，开一场主题班会。

3，主题班会上进行公开性的总结与讨论，发扬优势，正视不足。

注意事项：路上行车必须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我行我素，要
有集体意识。活动中希望各位同学自带雨伞，防雨防晒。若天气不佳，
活动延期，会另行通知。

活动前言：

我们都渴望生活在干净的地球上，我们都渴望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还
渴望有环保的校园，渴望绿色健康卫生的环境。而在校园的食堂快餐厅
里每天都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筷子，这样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深
深的污染了环境生活。为了引起同学们对环保的注意，使环境危机意识
深入人心，进一步强化全校同学的环保意识，同时迎接世界地球日的到
来，我物流30801班团支部准备于4月9日在校园开展“筷乐”大家来的团
活动。

一、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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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乐”大家来！

二、活动目的：

保护地球，保护森林，追求绿色，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倡导环保节
约的生活方式

三、组织人员：

策划书：李凌霄

组织：张星

宣传：兰丽媛

四、活动时间：

20xx年4月9日下午2：00

五、活动地点：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六、活动过程：

①号召全班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收集一次性筷子，摆在校园显眼处，让过
往的同学们看到一顿饭浪费的筷子的数量之多。

②展出展牌向同学们做“拒绝一次性筷子”的宣传工作。

③在学校食堂前及主干道上进行条幅签名，让过往的同学在写有“我在
乎我的地球，拒绝一次性筷子”标语的条幅上签名加入我们的活动。

④倡导同学们使用循环餐具，并现场低价出售循环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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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到餐厅各售饭口粘贴有关拒绝一次性筷子的标语。

七、参加人员：

物流30801班全体同学

八、活动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时代，极端的逐利让我国原本并不丰富的森林
资源正受到一次性筷子的蚕食，同时被蚕食的或许还有我们的传统，具
有几千年历史的筷子文化。我们要通过“筷乐”大家来这个活动唤起全
校同学的环保意识，使环境危机意识深入人心。在此次活动中收到了同
学们共同的绿色承诺：“我在乎我的地球，拒绝一次性筷子。”在无法
停止绝大多数民众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今天，我们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
学院的每个人至少都可以为拒绝一次性筷子献出一份力量，尽到一己之
责。

一，活动主题：“低碳环保，爱城市，爱生活”

二，活动背景

温室气体让地球发烧，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让我们的城市在没有以前的绿
水蓝天，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高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如此境况让我们
不得不深思。因此，对于如何去保护我们城市环境的探讨成为当今社会
问题的重中之重。

三，活动目的

本次活动旨在带领各位同学通过活动，了解有关低碳环保的部分知识，
初步了解学校周围的城市环境，更好地体会中大南方在校生活的美好，
从而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及同学们对生活的热
爱，形成一个更具活力，团结友爱的团支部。

四，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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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通信与软件工程系1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

五，策划时间： xx年11月17日——19日

准备时间：xx年11月20日——25日

活动时间：xx年11月26日 14:30——17:30

六，活动地点

广州从化温泉镇及周边地区。

七，活动对象

电子通信与软件工程系1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全体成员

八，活动形式

本次活动以骑自行车的形式进行，将沿着活动路线，参观从化马术场，
运动谷，国家森林公园。并展示我们“低碳环保，爱城市，爱生活”的
主题。

九，活动路线

学院→从化马术场→从化街心公园→运动谷

（如果时间允许，则在返回过程中在参观国家级森林公园）

十，宣传方案

1，网络宣传

①、qq群：在班上qq群发有关团支部活动的消息，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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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信通知

①、飞信通知：通过班里的飞信群像同学通知有关事宜。

3，电话联系

①、通过电话联系让同学们积极踊跃参与活动。

十一，活动方式

1、在到达每一个景点，我们都将展示我们团支部的组织红旗，展示我们
学校的班级红旗。

2、在每个景点，我们都以拍照的形式来见证我们所生活城市的美丽，从
而提高同学的自豪感。

十二，物资预算

1，印制主题红旗一面，班级红旗一面，预计60元。

2，每个同学各租用自行车一辆，预计150元。

3，每个同学矿泉水一瓶，预计30元。

4，五彩气球一袋，预计20元。

5，其它费用预计20元。

共计约280元。

十三，活动职责

团支部活动主要负责人：李坤，黄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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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工作宣传负责人：林川

活动工作组织负责人：郭志邦

活动资金负责人：李敏

活动拍照负责人：李少洪

活动照片收集负责人：李坤

活动安全负责人：蒋泽聪，梁伟彬

十四，后期工作

1，撰写活动的总结报告。

2，收集和整理照片，制作幻灯片，开一场主题班会。

3，主题班会上进行公开性的总结与讨论，发扬优势，正视不足。

注意事项：路上行车必须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我行我素，要
有

集体意识。活动中希望各位同学自带雨伞，防雨防晒。若天气不佳，活
动延期，会另行通知。

一、活动背景：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但也带来了环境的不堪重负，
近期频频出现的死亡村、癌症村像一泼泼凉水，惊醒了一颗颗急功近利
的心。这些都告诉我们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当代大学生作为国际和民
族的希望，更应当克己复礼、以身作则，把保护环景的理念付诸到日常
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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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主题：

保护环境 传承文明

三、活动目的：

（1）级为单位的进行保护环境的团日活动，可以引起班级人对保护环境
的重视，从而达到我们团日活动的最初目的。另外，以班级为单位可以
从声势上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参与，从而起到宣传的目的。

（2）班级团日活动，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享，可以加强班级的凝聚力和
团结性。

四、举办单位：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一班。

五、参与人员：

图书馆学一班全体同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们。

六、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

20xx年10月30日星期日，地点天平河畔和经贸大学内。

七、前期准备：

①制作条幅、展板进行宣传以及吸引相关爱好者。

②对班级同学及积极宣传我们所举行活动的意义和作用，提高大家参与
的积极性。

③活动期间会穿插一些趣味活动，放松身心，所以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如烧烤、放风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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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活动物品进行采购，如手套、大型塑料袋、水等。

⑤对活动期间的安全要进行着重强调。

八、活动流程：8：00一部分人准时集合出发去河边，（元旦晚会策划书
）一部分人留在校内宣传。

9：00~12；00收集护城河畔左右的垃圾、并向周围小贩小商们提议尽量
不要向客人们提供塑料袋等。

12；00~14：00 进行集合和集体午餐及游戏。

14：00~16；00继续进行清理垃圾活动。

九、活动经费：

宣传费：条幅、统一的帽子。

工作费：大型塑料袋、水

活动费：烧烤的费用、风筝

十、注意事项：

1、活动期间要注意安全，毕竟我们的活动是在水边举行。

2、采购食物的时候，注意食物的质量，保证食品安全。

3、注意活动的质量和活动的效果及宣传作用。

十一、活动的后期延续：

做好后期的报告和宣传工作，使得保护环境的理念得以在全校推广和传
播，是大家的环保意识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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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

传播环保理念，创建绿色校园

二、活动背景：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团员的思想
作风建设，推进我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充分发挥我院先进基
层团组织和优秀青年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的思想
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奉献意识。

三、活动目的及意义：

通过本次“传播环保理念，创建绿色校园”系列团日活动，使同学们知
道环保意识的缺失不仅是简单的生活陋习，也是综合素质低下的一种表
现。而创建节约型社会是彰显社会进步，人民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一名大学生，身处的校园的环境是否优美干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所有师生们的心情。为了构建更加和谐美丽的校园，也是为了营造
一个绿色健康的氛围，同学们应该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活动时间：

20xx年11月19日星期三16:20

五、活动地点：

1501教室

六、邀请嘉宾：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20xx级旅游酒店管理团支部辅导员桂锟琨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组织部考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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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动对象：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20xx级旅游酒店管理团支部所有成员

八、前期工作：

1.召开班团干会议，拟定活动方案，分配工作

2完成活动策划书

3.提前三天上交活动策划书

4.申请多媒体教室

5.提前三天制作活动海报

6.向系团总支组织部借团旗

7.活动物品采购

8.邀请嘉宾

9.制作活动PPT

10.悬挂团旗，布置会场

九、活动流程：

1.开始点名

2.宣告班级总人数，实到人数，介绍嘉宾

3.主持人致辞,阐述活动主题及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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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体起立唱《共青团团歌》

5.收集环保方面的知识及最近一些关于环境的新闻，向团支部进行展示
，提出“传播环保理念，创建绿色校园”的主题

6.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传播环保理念，要让同学们集思广益，利用现有的
废品，进行循环利用，把这些废品经过自己的巧手改造成为一件实用的
东西。主要是让同学们进行创新，发挥自己的想象。做成美观或者实用
的东西，拿到团支部进行展示，之后进入“传播环保理念，我们参与其
中”活动的投票环节（附件一）

7.素质拓展环节。利用旧物，传情接物。此项素质拓展活动，既可以体
现出环保的理念，也可以让我们的团支部更加团结（附件一）

8.向同学们展示相关环保图片，提出问题，并让同学们畅谈对环保的理
解，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去做

9.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号召同学们在“传播环保理念，创建绿色校园
”条幅上签名，并申请挂在学校进行宣传，使我们的活动更能体现出传
播环保这个理念

10.邀请组织部考评干部上台做总结

11.邀请辅导员做总结

12.大会结束，大家有序退场

十、后期工作：

1.总结整理活动资料，照片存档

2.班干进行活动总结

3.上交活动总结和照片及简讯至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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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归还团旗

5.做好后期宣传工作

十一、注意事项：

1.做好活动记录及拍摄工作

2.活动现场纪律控制

3.活动环节衔接

4.多媒体故障调试

5.同学们提前15分钟入场

十二、应急预案

1.若遇上停电则活动改期

2.若多媒体故障则立刻寻找相关部门调整

3.若活动时间已到，同学未到齐，则大会适当推迟以保证人数符合大会
要求 十三、经费预算：

1.嘉宾饮用水 10元

2.大会宣传、资料打印和横幅制作费用 45元

3.卡纸 5元

4.奖品 50元 总计：110元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20xx级旅游酒店管理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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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参加这次“传播环保理念，我们参与其中”活动的组长，要上讲台向同
学们和嘉宾展示自己组的设计成果，宣扬自己组的设计理念。每位组长
要利用自己选好的废品，想好设计的理念,，然后利用这些废品，设计出
环保产品。在班里展示自己组的创新产品，然后向老师、嘉宾们和同学
们阐述自己组的设计理念，环保之处。各个作者介绍完毕后，统一投票
。

投票规则：由嘉宾进行投票，票数最多者获胜。

素质拓展活动规则：6个小组分成2大组。每组各选5人上场。每队五个队
员按顺序站好。每人嘴里叼一支吸管，第一个人在吸管上放一个一次性
皮筋。比赛开始时，不许用手接触吸管和皮筋，只用嘴叼吸管的姿势把
皮筋往下传，直到传到最后一个人嘴叼的吸管上，游戏结束。在中途如
果吸管或皮筋掉下来，则要从新开始。每组运输最快的获胜

前言

低碳生活（low-carbon life）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
低开支的生活。“节能减排”，不仅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语，更是关系到
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提升“节能减排”意识，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
消费习惯进行简单易行的改变，一起减少全球温室气体（主要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意义十分重大。“低碳生活”节能环保，有利于减缓全
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势在必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选择“
低碳生活”，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

活动介绍

活动主题：“今日牵手低碳，明日绿色生活 ”

活动时间：11月

活动地点：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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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象：电商082班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活动准备

1．收集环保低碳方面的知识及最近一些环境新闻，向班级展示，提出低
碳环保的主题。

2．动员班级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这项活动，并讲解活动流程及其相关事
项。

3．做好活动宣传，调动同学积极性。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就是低碳生活
，注重环保。要同学们集思广益，多多利用身边的废品，进行循环利用
，把这些废品经过自己的巧手改造成一件件特殊的小东西。主要是要同
学们进行创新，发挥自己的想象，做成美观或者实用的小东西，拿到班
会进行展示。

4．邀请辅导员，班主任或者班助作为嘉宾亲临指导

第二阶段：活动过程

1.在活动开始时播放20xx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开幕宣传片及其气候宣
传片的视频

2.通过向大家介绍近几年温室效应的加剧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常来引入
低碳生活的理念

3.凭借PPT播放向同学们展示相关图片，提出疑惑，并让同学们畅谈自己
低碳生活的理解，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去做。

4.每个小组向同学和嘉宾展示自己小组的设计成果，宣扬自己的设计理
念。每个小组收集利用自己身边的废品，先想好设计的'理念,，然后利用
这些废品，设计出环保产品。在班会时先展示自己的创新产品，然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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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老师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环保之处。

5．设置投票环节，各个同学投出喜欢的作品，由辅导员评出最优秀的作
品。

6.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号召同学在条幅上签名，使得活动成功落幕。
把同学们设计的产品拿到学校食堂门口去展示，让全校同学投票，评出
最优秀的环保产品。我们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三阶段：后期工作

1、召开班会，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相互展示成果
。

2、班委会及团支部召开总结会议，点评本次活动，并上交活动总结。

3、将活动成果发布在班级博客上
，展示我们的成果，以及班会的照片。

人员安排

策划及总结：团支部

活动宣传：全体团员

活动准备：全体班委

活动摄影：宣传委员

博客维护：组织委员

电商082班团总支组织部

二〇xx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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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前言：

我们都渴望生活在干净的地球上，我们都渴望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还
渴望有环保的校园，渴望绿色健康卫生的环境。而在校园的食堂快餐厅
里每天都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筷子，这样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深
深的污染了环境生活。为了引起同学们对环保的注意，使环境危机意识
深入人心，进一步强化全校同学的环保意识，同时迎接世界地球日的到
来，我xxx班团支部准备于xx月xx日在校园开展“筷乐”大家来的团活动
。

一、活动主题：

“筷乐”大家来！

二、活动目的：

保护地球，保护森林，追求绿色，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倡导环保节
约的生活方式

三、组织人员：

策划书：xxx

组织：xxx

宣传：xx

四、活动时间：

xx年x月xx日下午2：00

五、 活动地点：

xxxx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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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动过程：

①号召全班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收集一次性筷子，摆在校园显眼处，让过
往的同学们看到一顿饭浪费的筷子的数量之多。

②展出展牌向同学们做“拒绝一次性筷子”的宣传工作。

③在学校食堂前及主干道上进行条幅签名，让过往的同学在写有“我在
乎我的地球，拒绝一次性筷子”标语的条幅上签名加入我们的活动。

④倡导同学们使用循环餐具，并现场低价出售循环餐具。

⑤到餐厅各售饭口粘贴有关拒绝一次性筷子的标语。

七、 参加人员：

xxxx班全体同学

八、活动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时代，极端的逐利让我国原本并不丰富的森林
资源正受到一次性筷子的蚕食，同时被蚕食的或许还有我们的传统，具
有几千年历史的筷子文化。我们要通过“筷乐”大家来这个活动唤起全
校同学的环保意识，使环境危机意识深入人心。 在此次活动中收到了同
学们共同的绿色承诺：“我在乎我的地球，拒绝一次性筷子。”在无法
停止绝大多数民众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今天，我们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
学院的每个人至少都可以为拒绝一次性筷子献出一份力量，尽到一己之
责。

xxxx班团支部

xx年xx月xx日

一、活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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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防甲流感，diy环保个性口罩设计�赠送”主题团日活动

2. 活动概述

“环保”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样也成为时逢60周年的中国的热点。
而最近甲流传播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曾光教授指出：飞沫是传播流感病毒的元凶，带口罩能防御飞沫传
播甲流。另外“由我设计赠与他人”的模式更是在寒冷的冬天灌输了温
热的暖流。本班本着“环保，关怀，实用”的理念将为全校同学提供自
己diy口罩，赠与他人的平台，希望戴口罩能成为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温暖这个冬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指
出，飞沫是传播流感病菌的元凶，戴口罩就能预防飞沫传播甲流。

3. 活动地点 工大支干路

4. 活动时间

11月日

二、活动流程

1. 前期准备

班长或团支书先去学院申请团日活动，拿到活动申请表格，将团日活动
之前的必要工作做好，以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下去，同时也避免降低同
学参加这个活动的积极性。

由班级代购一批口罩，并准备好部分装饰材料，以供同学们设计。另外
班级内部也可设计好几个作品，以作样品。另外再剪裁出一些模板，以
供参与者设计时参考。并做好展示的kt板，以说明活动内容。

活动当日早上布置好会场，安排好同学轮流摆摊，分配工作

2. 活动现场 在人流量集中的上下课时间，安排较多同学在现常部分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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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路人前来参加活动；部分同学负责登记参加者的详细资料，并作沟
通说明参与的要求（本组织可受参与者委托将完成的作品代送予指定人
），设计创意完全由本人决定，但必须赠送予他人，并在活动时间期内
上交。

摆摊持续一天，而后整理作品，安排部分同学进行口罩的派送。

附：

1.安排1-2人在现场拍照，记录活动进程。

2.所需物品有:口罩.横幅(由我设计赠与他人-----口罩.工管087).kt板.相机.
彩笔.等等.

三、经费预算

口罩：1*100=100

kt板：1*12=12

便利贴：2*5=10

针线：若干

卡纸：若干

四、后期总结

由团支书 班长整理活动照片及相应的现场情况，并做总结。

本文链接：https://dqcm.net/wenan/166948474559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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