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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广东高校环保社团评优活动 

反馈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及活动总结 

亲爱的绿友：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与了 2013 年 5 月 25 日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举办的 2012-2013

年度广东高校环保社团评优活动。 

本次评优设置了社团类、项目类、个人类三大评选奖项，吸引了 20 多个社团参与，共收到 54

份报名参选材料，有 42 个项目/社团/个人入围，最终竞选评出 16 个奖项。 

为了让社团评优活动越办越好，得到更多社团的支持和参与，我们针对本次评优活动做了反馈

问卷调查，以下是调查结果，供您阅读，谢谢您的支持！您的满意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组织工作】本次交流会的承办方为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和广东工业大学节能环保

协会的同学，感谢他们的付出。 

请您就以下承办方的组织工作，做出评价 

1、 对于本次评优活动的接待，您觉得怎么样？    2、您觉得我们的签到工作做的如何？ 

    

3.您觉得我们的会场布置安排如何？              4、您觉得午餐准备的怎么样？ 

  

 

5、 现场工作人员的态度如何？                   6、您觉得我们的住宿安排工作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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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谈谈您对承办方“组织工作”的感受、意见或建议。 

序号 意见 

1 去参加这种的评选，答辩来说对广州市以外的社团参与不太方便。 

2 希望时间的把握好点 

3 承办方工作欠佳 

4 分工明确。 

5 服务很周到，工作很认真 

6 承办方的工作人员做到了尽心尽职，尽善尽美，对他们的付出表示衷心

的感谢。 

7 挺热情的，谢谢你们的付出，我们交流得很开心。 

8 安排很合理 

9 还好吧。 

10 这次时间控制上不是很好，麦克风音量有时偏小，尤其是评委评价时很

多时候坐在后面听不清 

11 选的地方有些热，而且在签到时等的时间过长。主持人表现的不是很好。 

12 当天的签到做得不是很好！ 

13 主要是参与评优的社团来的时间没有规律 导致签到的时候要不就没什

么人 要不就是一大波人在那里挤着 

14 认真、负责，不过想说得是，我不需要住宿安排，所以不清楚 

15 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接待，在校門口和教學樓前有安排人員做引導 

 
 
 
 

【评选工作】本次评优设置了社团类、项目类、个人类三大评选奖项，旨在树立环保社团典范，

发掘社团优秀项目，培养优秀环保社团接班人，总结一年来环保社团的工作，引导各环保社团间相

互学习，共同发展。 

（一） 请您就以下评选前期工作，做出评价 
 
 
 
 

8、您觉得本次评优的【奖项设置】是否合理？  9、您觉得各奖项的【评选要求】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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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觉得绿点关于本次评优【活动的通知/解释】是否清晰？ 

 
11、您对绿点关于【资料收集的时间】是满意 

 

12、您觉得本次【评优活动开展的时间】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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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次评优活动的时间安排 

5 月 5 日发出通知 

5 月 18 日晚上 10 点：提交材料截止日期 

5 月 22 日：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初审，并公布入围名单 

5 月 25 日：入围对象公开答辩，组织专家进行最终评选 

5 月 26 日：向获奖机构代表及个人颁发证书 

（二）请您就以下评选答辩当天的工作，做出评价 

13、你对于评优【项目展示的安排顺序】是否合理 

 

14、你对于评优【项目的展示时长】安排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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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您觉得【评委的提问】对于社团活动的改进是否有帮助 

 

16、您是否愿意下次继续参与评优活动 

 

17、您认为本次评优最应该改进的地方是（多项） 

A、奖项设置  B、评优时间   C、资料收集要求  D、评优流程与形式    E、场地的选择    F、

评委的指导   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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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请谈谈您对本次广东高校环保社团评优活动的感受、意见或建议。 

序号 意见 

1 这样的评奖得奖的固然高兴，没等奖的感觉就是去打了一瓶酱油。答辩时评

委的问答与我们活动意义并不吻合，提一些我们感觉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

而且评奖后 1没有评奖的细则 2没有把那些的得奖的项目可以公布出来看，

学习参考。这个评奖可能就是对那些已经很成功的社团和个人再加上一朵红

花，其余的意义完全感受不到，对于这样的活动的参与，下次是否参与可能

真要到时候再说了。 

2 希望工作人员态度好点 

3 没什么竞争力。 

4 奖项设置的透明度。评委的连续性。评答辩流程的完善。 

5 建议下次把专科院校和本科院校的奖项分开来设，不是一个级别的，奖项都

给本科院校的拿了，专科院校的孩纸们表示很受伤。 

6 很愉快，都有各自分享社团经历。 

7 参加活动后能知道以后环保发展的方向，对社团有更好的改进 

8 总体感觉还可以，以后可以多些举办这样的交流会，让高校间有良好的交流，

交流会后若把各高校的活动流程分享在微博上会更好 

9 这次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学校对于环保做了很多活动，很惊讶，因为有些活动

很大。意见就是大多数社团在介绍时时间不够，应该让他们说完而不是直接

把 ppt按掉。建议下次的时间安排好点，而且话筒总有一方的人听不太清楚。 

10 总体来说是比较顺利进行的 也有很多社团参与其中并获得一定的奖项 

11 您好！我们送上去的是优秀教案，但却被通知不用答辩，不知绿点能否告明

不用答辩的原因。你们发的附件说是专家的点评，但并没有对所选优秀教案

的点评。这一点让我们不太满意。虽然被评上优秀教案，但却不知优秀在哪？

在哪可以改进，这是本次评优的最大遗憾/ 

12 順序方面希望可以更加合理的預留時間，能夠準時開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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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调研结果，我们对 2012-2013年度评优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做出以下说明和提出建议： 

(一) 组织工作 

时间 工作提示和建议 

前期 1、本次是两个社团共同承办，承办方工作团队构建之后，要多次开会筹划工作； 

2、每个小组工作分工要明确，特别是后期的工作，应落实到人，避免工作职责

缺失 

3、双方的工作小组要进行点对点交流； 

4、在餐票是否购买上，可在前期活动通知中的回执上注明，避免有参评人员想

买没买到的情况； 

5、应急方案的设计要确保，避免如下雨天等非人为及人为因素对活动的影响； 

6、人员交流应避免局限于筹划组，导致实际操作上的人员交流沟通错误，应尽

量争取跨社团沟通、信息共享良好的局面； 

7、住宿安排上，应有事前的调查，包括需要住宿人员、附近住宿环境及价格的

调查，以供参考； 

现场 1、 在接待过程中，接待人员可提前准备好一定的话题性或环保专业性的问题

与参评社团或评委交流，形成良好的互动； 

2、 在活动现场的布置上，应考虑体现社团的特色，形成社团特有的文化氛围，

进行社团的自我宣传； 

3、 增加气氛组，现场氛围应有选择的形成或专业竞赛或环保氛围； 

4、 午餐安排：饭堂踩点，与经理沟通，制作餐票，下雨的话要提供雨伞，专

人带领。机动组就餐引路方面，应考虑设计可行性问题，避免计划与实际操作

不一致造成的混乱；指引方面，可考虑设计引路标志； 

5、 活动当天设备：音响、麦克风要提前准备，提供给评委的电脑最好一人一

台，预备好电源、排插以及后备电脑；设备应事前进行调试，并做好应急方案； 

6、 拍摄的相机操作专业性不足，可以考虑寻找专业的摄像团体或者学校里面

摄影协会的支持，以及在社团内部进行相关专业培训； 

7、 要强调主持人和就餐指引人员的工作交接，避免过程混乱； 

8、 上下午活动的交接问题，可设计些许活动，打破沉闷气氛，引导参评人员

和观众等进入下午参评活动氛围； 

9、 若遇活动开始或午餐延迟，要灵活处理，包括提示现场人员及午餐供应方； 

10、 如遇活动延迟情况，实际问题灵活处理，但应力争活动准时开展，尊

重准时参与的人员，但后期的签到工作要适当适时做好调整安排，如将签到处

转移到室外； 

后期 1、 后期信息的收集及录入、资料的汇总处理； 

2、 活动后期通讯稿的撰写，可适当联系校方记者性质人员的支持，并对社团

内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形成社团内专业人员的专业发展 

（二）评选工作 

1、考虑到，强势社团和新建社团在资源和项目执行能力方面上的差异，可以考虑设立相关鼓励

性的奖项，如进步奖等，平衡获奖的差距； 

2、对于一些社团上年或之前获过类似奖项的项目再次参与该奖项的评优，初评时应设置备注是

否已经参评过，或该项目是否与之前有质的改变，加大筛选严格性； 

3、列出历年参评社团及其项目的清单，以便筛选查询； 

4、对现场展示的项目跟奖项参评要求相关性不足问题，应于前期资料强调性备注； 

5、对于本次活动中社团参评资料上交不准时问题，应在明确上交时间的同时，适时对社团进行

一定的提前和监督。 

6、活动现场关于参评人员在展示完本社团活动项目后就自行离开的情况，要进行事后电话访问，

确定是由于对答辩重视度不够，还是社团自身活动与评优活动冲突等原因所致，进行一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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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本次评选的补充说明: 

1、关于优秀教案评选项目： 

第一，其参评标准是针对教案文本本身，所以我们认为不需要有人为来参与展示与答辩。第二，

过往的教案评选的答辩环节中，出现答辩者演示时很优秀，而教案文本本身质量一般，这让评委模

糊了究竟是评选演讲还是评选教案。所以，我们今年取消了优秀教案参评者的答辩。 

对于专家的点评，我们现在已经邀请环境教育同行以及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对去年和今年的参评

教案进行点评，我们将在暑假期间出版 2011-2012 学年以及 2012-2013 学年教案集萃，里面会有专

家们中肯的点评和建议，敬请期待和留意。 

2、关于评选细则： 

本次评选根据以下考核内容，让十位评委分别在初评和答辩当天对参选社团/项目/个人进行打

分，最后按照平均分的高低进行排名并选出获奖者： 

【社团类】【个人类】 

奖项 考核内容及其相关得分分布 

点绿杯 社团战略

（30） 

社会责任

（20） 

会员权益

（10） 

文化传承

（10） 

管理创新

（20） 

卓越外联

（10） 

绿心传承

奖 

历任负责

人参与事

务（20） 

社团档案

（30） 

负责人联

系（20） 

特色活动

传承（30） 

  

绿色领袖

奖 

协调、威

信力（20） 

个人贡献

（20） 

活动组织

能力（20） 

环保积极

性（20） 

创 新 力

（20） 

 

【项目类】 

奖项 考核内容及其相关得分分布 

环保创意宣

传奖 

内容 

（20） 

形 式 创 意

（30） 

效果（30） 舆论评价 

（20） 

 

环保调研优

秀奖 

调 研 目 标

（30） 

调研结果影

响力（40） 

调研方法 

（20） 

队员合作 

（10） 

 

校园环保活

动优秀奖 

活 动 目 标

（20） 

活动影响力

（30） 

学生参与度

（30） 

活动评价 

（20） 

 

环保社会实

践优秀奖 

项目示范性

（30） 

校 外 合 作

（10) 

社员参与度

(20) 

活动评价 

（20） 

项 目 目 标

(20) 

 

再次感谢各个高校环保社团、承办社团的同学以及评委嘉宾对于绿点本次评选活动的支持和关

注，我们对于本次评选前期关于环境教育教案的评选和评优评选细则的说明不清表示抱歉。希望我

们可以继续一起为小学生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环教课程，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共享社团的成功经验，

促进高校社团对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上更多的思考,总结社团的管理经验，促进社团的发

展。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2013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