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院团务 Q&A 

  

一、    智慧团建 

 

1.  问：我是高三的团支部书记和管理员，我支部那边团员没

有全部转出我就不能提出转出申请，这应该怎么办？ 

答：联系原学校团总支，让他们把人先转到其他临时团支部，

或撤销智慧团建上管理员的身份。 

  

2.  问：在智慧团建里没有找到设置团支书“页面左侧 团干部

管理 团干部职务变更”，是需要等团总支录入信息吗？ 

答：由团总支负责，同意将团支书设为管理员。 

  

3.  问：请问班里同学忘记智慧团建密码怎么办？ 

答：登录团支书账号，在团员列表里点击该学生那一栏最右边

的钥匙      

  

4.  问：请问还未转入支部且忘记密码的同学怎么帮他获得重

置密码呢，他不在支部团员列表里 

答：直接帮他办理转入，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后可以看到原来所

属的团支部，联系该团支部管理员尽快通过转出即可。 



  

5.  问：请问组织关系转接中，班里同学好多都卡在了“转出

组织审批”，这是什么情况？ 

答：因为原来的团支部管理员没有通过，卡时间长的话请联系

原来团支部管理员，通过转出申请。 

  

6.  问：班里一位广东同学，之前一直都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用

广东智慧团建，没有在网站注册过，请问如何转接？ 

答：直接在智慧团建系统注册。 

  

7.  问：我们班有一位年龄超过 28 岁的同学，是不是就不需要

在智慧团建上操作了？ 

答：是的。 

  

8.  问：请问团支部名称是以智慧团建上显示的为准吗？ 

答：以实际班级为准，智慧团建要是有什么不同或者问题可以

联系团总支。 

  

9.  问：智慧团建上团干部的性质应该填什么？ 

答：兼职团干。 



  

10.问：请问目前在机动工科平台的怎么联系管理员转出？转

接原因写什么？ 

答：关系转接页面有“直属上级联系方式”，转接原因写“升

学”。 

  

11.问：请问如果是从临时团支部转到班级团支部，转出原因

填什么？ 

答：升学。 

  

12.问：直博的同学转接团组织关系要怎么填写？如何选择转

入的团支部？ 

答：原因应当填写为升学。转入的团支部可以等待博士班团支

部建立再选择转入或先转到电院临时团支部。 

  

13.问：智慧团建上必须等所有人都转出成功管理员才能申请

转出吗？班上其他人已经申请转出了，还有一些同学还在转流

程中。 

答：是的，管理员必须等待所有人转出后才能申请转出。 

  



14.问：工作单位无团组织，对应街道下面也没有学社衔接团

支部，应当如何选择转入团支部？ 

答：应当转入对应街道下的流动团支部。 

  

15.问：对于团员接收单位，如果已经确定公司但还没有分具

体区单位的话，应当如何选择团组织？ 

答：应当先转入电院毕业生临时团支部，等待单位接收团组织

确定后开展转接。 

  

16.问：博士转硕士、退学等退出本班后，仍然属于班级团支

部成员吗？ 

答：不在本班的同学就不再属于班级团支部。 

  

17.问：团员有这学期成为预备党员的，还有团支书、纪律委

员也都是党员，是否需要为这些同学办理团组织关系转接？ 

答：在智慧团建系统中仍然有账号的同学都应当进行团组织关

系的转接。 

  

18.问：对团员证遗失的同学，如何办理团组织关系转出？ 

答：先完成线上组织关系转出。线上组织关系转出无需团员

证。 



  

19.问：遗失团组织关系转出贴纸的同学应当如何处理？ 

答：应当在工作日期间自行到 3-105团委办公室领取。 

  

20.问：离校系统中组织关系转接一栏未通过，是否跟智慧团

建有关？ 

答：离校系统中的组织关系转出并非指智慧团建，无关。 

  

21.问：有的地方街道办转入需要入职证明，应当如何转出？

是否应当等入职之后在系统上申请转出？ 

答：应当等待入职之后，由团支书操作进行转出。具体离校流

程应当咨询学生办。 

  

22.问：毕业生需要 4 月入职以后申请转团支部，那么团支书

是否仍要等他转完以后再转呢？ 

答：若有需要也可将他先转入电院毕业生临时团支部。 

  

23.问：请问，如果秋招已经签订三方，但是春招仍在寻找机

会（春招可能持续到 5 月）的话，团关系转接应该怎么处理

呢？ 



答：团关系已不属于交大，转至户籍所在地团支部。 

  

    二、青年大学习 

 

1、      问：群发的 seiee 邮件经常被放入垃圾邮件箱导致无法及

时接收通知怎么办？ 

答：建议将上海交大电院团委组织部下属工作部门的邮箱列入

邮箱白名单。各工作部门的工作邮箱地址如下：（待补全） 

  

2、      问：班级内的群众忘记上团课怎么办？ 

答：本周之内做了就好，我们只在周中提醒。 

  

3、      问：青年大学习班级的网上团课完成率怎么查？ 

答：每周由电院团委组织部学研中心发送邮件给团支书。 

  

4、      问：为什么有同学反映明明完成了青年大学习却没有统计

在名单里？ 

点开以下网页

https://tw.seiee.sjtu.edu.cn/tw/info/33327.htm 

https://tw.seiee.sjtu.edu.cn/tw/info/33327.htm


答：逐条检查同学们的学习方式有无问题（主要确定是否通过

青春上海公众号进行学习，上海交大电院团委组织部公众号也

可以） 

  

5、      问：请问团改金评审的青年大学习完成率是要查看规定时

间内所有邮件取平均吗？ 

答：在团改金评审中，这一项数据仅作参考作用，团支书按照

平时班级学习情况进行估计填写，不相差太大即可，我们之后

会随机抽取检查 

  

三、    评优工作 

 

1、      问：请问一门式平台表单上材料整理人有要求吗？ 

答：不能是自己。 

  

2、      问：请问评选三好学生的表单，博士没有绩点怎么填呢？ 

答：填“无”。 

  

3、      问：请问五四评优大会如果是现场写纸上唱票的话能提交

唱票的图吗？ 

答：可以。 



  

4、      问：优秀团员、团干部推荐表里推荐来源应该填什么？ 

答：班内评选的，填写“班级或院系思政老师推荐”。 

  

5、      问：请问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中对本科生

的成绩排名要求是核心课程还是全部课程？ 

答：在上述评比中对本科生成绩排名的要求是全部修读课程。 

  

6、      问：请问本学期评选过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的同学能

继续评选三好学生标兵吗？ 

答：可以。 

  

7、      问：选举会议可以线上举行吗？ 

答：可以，记得在会议记录中注明思政知情。 

  

四、    入党工作 

 

1.  问：新生入党申请书相关事宜？ 

答：询问思政老师。 

  



2.  问：请问团推优后算是入党积极分子吗？ 

答：具体可以询问思政老师。 

  

3.  问：支部里满 28 岁的团员还需要参加团推优吗？ 

答：满 28 岁的团员就不再满足团推优要求了。 

  

4.  问：团推优名额有人数限制？ 

答：原则上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可以根据班级申报人数进行调

整。 

  

5.  问：没有人员需要推优可以不召开推优会议吗？ 

答：可以。 

  

6.  问：“学理论，学党章”小组是指的什么？ 

答：未参加相应小组在此项填“无”即可。 

  

7.  问：曾经在其他学院通过推优的，转到电院后还需要参加

推优吗？ 

答：在其他学院通过推优的，转到电院后不再需要参加推优。 

  



8.  问：请问团推优表是一式一份还是三份？ 

答：一份。 

  

9.  问：请问推优审核表由团支部填写完成后交给谁？ 

答：在电院团委审核完并盖章后，自行交至党支部，交至党支

部的方式与思政老师协商决定。 

  

10.问：团推优通知里没有说必须参加星火培训班才能推优，

所以没参加过培训的能推优吗？ 

答：可以的。 

  

11.问：有同学反映党支部填写的入党培养考察记录册，其中

的推优时间错了怎么办？ 

答：此工作不属于上海交大电院团委组织部，请咨询上海交大

电院党建研究会或其他相关部门。 

  

12.问：刚刚提交入党申请书的同学是否满足推优条件？ 

答：请注意每次推优所需要的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最终截止期

限。 

  



13.问：曾经参加过推优并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同学是否还

需要参加下一次推优？ 

答：只有未曾通过团推优的同学才需要参加团推优。 

  

14.问：如何知晓本班（团支部）的团推优名单？ 

答：团推优名单一般会下发给思政。具体每次团推优之前都会

通知团推优名单的告知方式，请持续关注。 

  

15.问：推优对挂科等是否有限制？ 

答：请参见各次推优的具体要求。本次推优对于无挂科这一条

不作硬性要求，有挂科的同学可以申请推优，请团支部推优大

会和思政老师综合评定即可。 

  

16.问：推优会议需要提交会议记录等材料吗？ 

答：请参见各次推优的具体通知要求，没有提及的即不需要提

交会议记录等材料。 

  

17.问：应当如何填写推优材料中的时间？ 

答：年月应当填写为汉字，如以下范例：2000 年 01 月。 

  



18.问：推优审核表里简历一项，如果因为考研、休学等原因

有三个月或以上没有在读的，应当如何填写经历？ 

答：询问思政老师。 

  

19.问：团推优表格中对于不同的推优对象而言团支部大会意

见是要写成一样的吗？ 

答：应当结合推优对象个人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填写，不应

出现雷同的情况。 

  

20.问：超过 28 周岁的党员，团推优还有投票权吗？ 

答：已经脱团的同学团推优时没有投票权。 

  

21.问：除了团支书外，其他仅有团支部内团职务（如班长、

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的在团职务项应当如何填写？ 

答：请按照每次团推优的要求进行填写。按照最新通知，应当

如实填写。团职务指代现任职务，即使不是团内职务也可填

写。 

  

22.问：某同学的曾获主要荣誉太多可以写到框外吗？ 

答：不能。应当选取重要的主要荣誉进行填写。 



  

23.问：曾获主要荣誉指代大学内获得的主要荣誉吗？中学、

小学获得的荣誉能否填写？ 

答：曾获得的主要荣誉均可填写，不局限于大学期间获得。 

  

24.问：推优审核表写错字了怎么办？ 

答：若无法小幅修改，应当重新领取推优审核表进行填写。 

  

25.问：预备党员算团员吗？ 

答：未满 28周岁就算。 

  

26.问：请问青年大学习如果错过一期就没机会评选入党推优

了吗，有同学昨天看到通知没意识到是周日。 

答：不会，青年大学习的积极性会整体考察。 

  

五、    入团工作 

 

1.  问：班内有申请入团的同学需要“联系各自的团支书自行

决定时间召开支部会议审议团支部是否通过你的入团资格”，

请问“支部会议”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答：具体要求咨询校团委。 



  

2.  问：入团申请书的字数要求是多少？ 

答：入团申请书的字数要求为 800 字以上。 

  

3.  问：请问初高中参加的团校、团课是否算作团校培训？ 

答：初高中参加的团校、团课也算作团校培训。 

  

4.  问：现在想要入团的同学怎么操作？ 

答：现在先写好入团申请书，后面会统一发新团员发展通知 

  

5.  问：请问如果知道入团志愿书编号，并且入团时的学校开

具了入团证明，能否在交大补办入团志愿书呢？ 

答：入团志愿书只能由入团时候的学校补办，交大是无法补办

其他学校的入团志愿书的。如实在不能补办，可由原学校开具

入团证明放于该同学档案中，这个档案是对自己负责的。 

  

六、    对标定级 

 

1.  问：请问团支部对标定级需要找多少团员代表签字？ 

答：一位即可。 

  



2.  问：请问团员代表签字，需要是团支委以外的团员吗？ 

答：团员代表不是团支书本人即可。 

  

七、    团员证问题 

 

1.  问：请问补办团员证的时候工试的同学应该写什么学院

呢？ 

答：目前分管在电院就写电院，分流后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2.  问：补办团员证填写的学院是电院还是更下级的学院比如

网安学院、软件学院？ 

答：电院。 

  

3.  问：我们这学期会用到团员证吗，有同学的团员证放在家

里没有带过来，需要让他邮寄过来或者补办一个吗？ 

答：正常情况下不会使用。 

  

4.  问：有些同学的团员证在档案袋里，没办法贴转接贴纸和

日常使用，这种情况下需要拆开档案吗？ 

答：一般不用，贴纸可以自己保存着。 

  



5.  问：补办团员证的话，今天已经交照片了，大概多久能补

办完呢？ 

答：院系统一收取后月底交给校团委，校团委需要大约一周时

间进行补办，团支书自行前往电院 3-105 领取。 

  

6.  问：如果团员证丢失，如何查询入团时间？ 

答：丢失团员证的同学可以通过智慧团建查询入团时间。 

  

  

7.  问：团员证补办通知： 

答：需要补办团员证的团员照片由团支书统一收好，以后每一

个月最后一个周一到周四工作时间交到电院团委，详见，

https://tw.seiee.sjtu.edu.cn/tw/info/33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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