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管理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的系统化、规范化，

促进志愿者工作公平、公正、高效地进行，根据我校青年志愿者活动的

具体开展情况，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志愿者活动，是指经志愿服务组织安排，青年志愿者自愿、

无偿服务社会、校园和帮助他人的公益行为；本细则所称志愿者，是指

在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登记注册或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临时招募，

利用自身知识、技能、体能、时间等，从事志愿服务的青年。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所有在校志愿者活动组织方和注册志愿者。 

第二章 活动认证标准 

第四条 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活动秉承志愿服务精神和原则，分为以下八大类型

（分类及解释详见附件）： 

（一）社会公益服务； 

（二）社区发展服务； 

（三）弱势群体服务； 

（四）成长辅导服务； 

（五）环境保护服务； 

（六）扶贫开发服务； 

（七）校园建设服务； 

（八）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第五条 不属于上述八类志愿服务范畴的其他特殊志愿者活动，只有在同时满足

以下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方可被认证为志愿者活动： 

（一）活动开展需弘扬志愿精神，遵循公益性和自愿性的基本原则； 

（二）活动性质符合青年志愿者活动定义及相关要求； 

（三）活动前须获得相关指导单位审批通过； 

（四）活动后须得到服务对象的反馈意见。 



第六条 在各类学生组织、社团等承办的文娱型、学术型、竞赛型等非志愿服务

性质的活动中，主办方如需招募志愿者进行相关服务工作，需注意： 

（一）主办方须在获得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志愿

者招募； 

（二）主办方内部人员在本职范围内的活动不属于志愿者服务范畴； 

（三）主办方不得招募志愿者充当观众。 

第七条 以下行为或活动不属于志愿者服务范畴： 

（一）各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纳新活动、全员大会、内部培训； 

  （二）为讲座或大型活动充当观众； 

（三）参加各类培训、团体辅导等； 

（四）非公益性的晚会、舞会等表演的策划、排练、演出等； 

（五）为非公益性实验、调研提供被试、被访；  

（六）为营利性团体提供服务； 

（七）参加 SRTP、SQTP项目； 

（八）非志愿服务性质的社会实践； 

（九）个人到企业、政府以及事业单位进行的各类实习活动； 

（十）经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认证为不具备志愿服务性质的其它行为

或活动。 

第三章 小时数申报标准 

第八条 志愿者小时数是指志愿者在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登记注册期间，

为社会、校园和他人提供志愿服务所贡献的时间。 

第九条 志愿者小时数由活动组织方录入，记录的起止点为志愿者开始志愿服务

时间和志愿服务结束时间，包括在服务场地的休息时间和筹备志愿服务

活动的会议时间，但不含往返交通时间。服务时间以 1 小时为最小计数

单位。 

第十条 每位志愿者每天的志愿服务时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8 小时；对于预计一天

服务时间超过 8 小时的活动，须在活动立项时注明详细安排；对于一天

服务时间在 6 小时以上的活动，需在活动办结时注明各时段提供的具体

服务或开展的活动内容。 



第十一条 对于具有明确服务对象的志愿者活动，组织方应根据由服务单位开具

的服务时数证明进行小时数申报；对于无明确服务对象的志愿者活动，

组织方应如实申报服务时数。 

第十二条 在各学生组织、社团等开展的非志愿服务类活动中，其内部人员的相

关行为属于职责范围内工作，不能进行小时数申报，只能对明确公开

招募的志愿者进行小时数申报。 

第十三条 在校内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中，可分为活动现场志愿者

和项目组志愿者，参与活动现场的志愿者按实际服务申报小时数；项

目组志愿者按活动筹备、开展、总结时的贡献合理申报小时数，其中

小时数合理性的解释权归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所有。 

第十四条 对于无偿献血行为，每人献血一次可折算 4 小时的志愿服务时数；对

于其它无法或难以用小时数记录的志愿服务行为或活动，由校青年志

愿者指导中心给定小时数折算方案。 

第十五条 对于志愿服务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组织的各类长期挂职锻炼活动

等，其志愿者小时数申报上限为 40小时。 

第十六条 对于所申小时数，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将通过暗查志愿者等方式进

行再认证，若出现虚报、谎报小时数等情况，将对该活动组织方采取

相关惩戒措施，严重者将取消其志愿者活动申请资格。 

第四章 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流程 

第十七条 为实现我校青年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的网络化管理，进一步

优化志愿服务时数记录制度，以院系、学生社团及校属部门组织三个

主要志愿服务组织为依托，对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

申报流程做出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院系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流程 

（一）院系志愿者活动是指由院系（学园）学生组织开展的志愿者活动，

也包括班级团支部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二）除临时性活动外，组织方须至少于活动开展 5 天前，在浙江大学

青年志愿者管理平台（http://www.youth.zju.edu.cn/qnzyz/）

中进行活动立项申请，经二级审核（院系团委）通过后，由校青



年志愿者指导中心进行一级审核；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志愿者招

募并按策划开展活动；未通过审批的活动不能申报小时数； 

（三）组织方须在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录入志愿者小时数并进行办结提交，

经二级审核（院系团委审核）通过后，由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进行一级审核；若办结被驳回，组织方应根据审核意见修改所申

小时数并重新提交；若办结通过，组织方应及时通知志愿者将服

务记录如实填写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手册》上。 

第十九条 学生社团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流程 

（一）学生社团志愿者活动是指由在校注册的校级学生社团开展的志愿

者活动； 

（二）除临时性活动外，组织方须至少于活动开展 5 天前，在浙江大学

青年志愿者管理平台（http://www.youth.zju.edu.cn/qnzyz/）

中进行活动立项申请，经二级审核（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由

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进行一级审核；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志愿

者招募并按策划开展活动；未通过审批的活动不能申报小时数； 

（三）组织方须在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录入志愿者小时数并进行办结提交，

经二级审核（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由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进行一级审核；若办结被驳回，组织方应根据审核意见修改服务

时数并重新提交；若办结通过，组织方应及时通知志愿者将服务

记录如实填写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手册》上。 

第二十条 校属部门组织志愿者活动认证及小时数申报流程 

（一）校属部门组织志愿者活动是指由学校各部门下属学生组织开展的

志愿者活动； 

（二）除临时性活动外，组织方须至少于活动开展 5 天前，在浙江大学

青年志愿者管理平台（http://www.youth.zju.edu.cn/qnzyz/）

中进行活动立项申请，经二级审核（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由

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进行一级审核；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志愿

者招募并按策划开展活动；未通过审批的活动不能申报小时数。 

（三）组织方须在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录入志愿者小时数并进行办结提交，



经二级审核（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由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进行一级审核；若办结被驳回，组织方应根据审核意见修改服务

时数并重新提交；若办结通过，组织方应及时通知志愿者将服务

记录如实填写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手册》上。 

第二十一条 校外单位组织活动小时数申报流程 

（一）校外单位组织活动是指志愿者参加由校外志愿者协会或公益组织

开展的志愿者活动； 

（二）符合志愿者活动认证标准的校外活动可由志愿者个人申报相应小

时数，申报时须提供盖有服务单位公章的服务时数证明并确定合

理的小时数，其中小时数合理性的解释权归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

心所有； 

（三）在参加校外活动的该学年时间内，志愿者个人须在浙江大学青年

志愿者管理平台（http://www.youth.zju.edu.cn/qnzyz/）中进

行校外活动小时数申报，由校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进行审核；若

申报被驳回，志愿者个人应根据审核意见采取相应操作；若申报

通过，志愿者可将服务记录如实填写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手

册》上。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颁布实施，其修改、变更、解释权

属于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 

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二〇一五年三月 



附件： 

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活动类型及解释 

志愿服务类型 分类 解释 

社会公益服务 

大型活动服务 

为全国性、全省性或地区性的大型活动提供

现场引导、信息咨询、语言翻译、礼仪接

待、团队联络、应急救助、技术指导、秩序

维持等各种服务。 

应急救援服务 

在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

全事件发生后，针对受灾、受害群众开展的

救灾防灾、心理干预、医疗卫生、排危重建

等方面的服务。 

社会机构服务 

为针对党政部门或其他各类社会机构的具体

要求，为协助其实现各种公共服务职能而提

供的如维持秩序、教育群众、疏通情绪等服

务。 

政策法规宣传 

与普及 

深入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地区对相关

政策法规进行宣传、讲解等。 

社区发展服务 

社区生活服务 
为方便城乡社区居民生活所提供的如义诊、

义务维修等服务。 

社区文化服务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为丰富社区文化、建立

和谐的社区关系而提供的各种服务。 

社区建设服务 

为改善和美化社区生活环境，在卫生设施、

绿化、公共活动场所等硬件环境建设方面为

社区居民提供协助。 

弱势群体服务 

孤老寡人员 

的服务 

针对孤老寡人员所提供的如定期探访、生活

照顾、心灵慰籍等旨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状况的志愿服务。 

病残人员 

的服务 

针对病残人士所提供的如医疗保健、义务探

访、生活照顾、情绪疏导、技能培训等志愿

服务。 

失业下岗人士

及城乡困难家

庭的服务 

针对失业下岗人士及城乡困难家庭所提供的

旨在改善生存状况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志

愿服务。 

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服务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所提供的学习辅导、生活

照顾、心理疏导等全方位的服务。 

外来流动人员

的服务 

针对外来流动人员所提供的如法律援助、义

诊、义演等志愿服务。 

成长辅导服务 
青少年学习成

长服务 

针对学习状况较差而其家庭又力承担额外辅

导的青少年而提供的旨在改善学习状况的辅

导服务。 



边缘青少年教

育服务 

针对边缘青少年所提供的旨在助其重回社会

的思想教育、情感交流、技能培训等教辅服

务。 

青少年综合素

质教育服务 

旨在培养和开发青少年结合素质的各种文体

活动及教育交流等志愿服务。 

环境保护服务 

环保宣传 
各类关于节能减排、护水护绿、防治污染、

保护物种等志愿宣传活动。 

城市美化 
为美化市容而开展的如种花种草、清洁街

道、清除“牛皮癣”等志愿活动。 

资源循环利用 

针对旧电脑、月饼盒、旧家具等可回收利用

的资源而开展的回收-加工-再利用的志愿活

动。 

扶贫开发服务 

文化支援 
为改善贫困地区文化贫乏的状况而开展的如

支教、捐书赠学、送戏下乡等志愿服务。 

科技支援 

为改善贫困地区科技落后的状况而开展的技

能培训、技术指导、信息站援建、科普知识

宣传等志愿服务。 

医疗卫生扶持 

为改善贫困地区卫生医疗条件而开展的送

医、送药、常见疾病防治知识宣传等志愿服

务。 

校园建设服务 

校园活动服务 

为如运动会、晚会等校级、院级大型活动提

供现场引导、信息咨询、礼仪接待、团队联

络、应急救助、技术指导、秩序维持、后勤

保障等各种服务。 

校园机构服务 

为针对如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公寓等学校

相关机构的具体要求，为协助其实现各种职

能而提供的如秩序维持、设施维护等服务。 

校园环保服务 
为学校环境保护而开展的如校园绿化、垃圾

清理等志愿服务。 

校园安保服务 

为维护学校安全，维持校园文明秩序，及时

发现校园安全隐患而开展的如校园巡逻等志

愿服务。 

校园辅导服务 

围绕校园良好学风建设，针对学习状况较差

或有提高需求的同学而提供的旨在改善学习

状况的辅导服务。 

志愿服务 

体系建设 

志愿者培训 
旨在提高志愿者技能而开展的各种培训交流

活动。 

志愿者组织 

建设 

为不断推进和规范志愿服务工作而开展的志

愿者组织建立、硬件设施改善、组织制度修

订等基础性工作。 

志愿服务 

理论研究 

针对志愿服务发展方向、志愿服务规范、志

愿者心理调适、志愿服务技能、志愿者组织

管理等重点理论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