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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工业大学 北荒青年团队 建设智慧农场，提升现代化水平 

2 安徽建筑大学 黑龙江垦区生态农业的包装与宣传调研团 黑龙江垦区生态旅游的开展与传播 

3 安徽理工大学 北大荒调研团 安徽理工大学经管学院“黑龙江省嫩江县农业发展调研” 

4 保定学院 保定学院“创之彩”实践团队 大美龙江·艺术创作 

5 北方民族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追寻拓荒足迹，助力文旅发展”暑期社

会实践团 
“追寻拓荒足迹，助力文旅发展” 

6 渤海大学 情系北大荒 “脚下的黑土地，粮食的发源地”八五七服务团 

7 川北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党员骨干“医路行·冰城情”健康扶贫实践

团 

大庆市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生长发育与饮食卫生习惯调查

研究——以林甸县、杜蒙县为例 

8 大连海事大学 DMU 交通强国调查团 交通运输对于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的探究 

9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赴黑龙江省“情系北大荒·建功

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团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活动 

10 电子科技大学 黑龙江研学游实践队 体验大美龙江，展示黑土魅力 

11 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垦荒小队” 以现代金融促农业发展，用财经知识惠垦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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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北大学秦皇

岛分校 
黑龙江垦区北大荒精神调研团 黑龙江垦区北大荒精神调研 

13 东北电力大学 化学“筑梦未来”环保实践团 
对北大荒地区畜牧饲养及农药化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检

测、分析、处理及资源化应用 

14 东北林业大学 北大荒红色旅游文化研学小分队 北大荒红色旅游规划研究 

15 东北农业大学 入苍莽北方，继浓情大荒社会实践团 入苍莽北方，继浓情大荒 

16 东北师范大学 北大荒有志青年实践团队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感受现代农业，服务经济振兴 

17 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专项调研团 重温北大荒精神，塑造新时代大学生劳动观 

18 阜阳师范大学 颍淮善郡˙圆梦龙江 全媒体时代“北大荒精神”的传承与推广 

19 
甘肃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交院学子赴北荒学习调研团” 

“鉴北荒智慧，探现代农业之瑰丽 ”-----北大荒经济创业

的可行性推广调研 

20 
哈尔滨工程大

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心通”志愿者服务队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 暑期实践活动 

21 
哈尔滨工业大

学 
新时代哈工大青年筑梦实践团 

关于北大荒（黑龙江垦区）旅游发展现状与旅游产业升级的

研究 

22 
哈尔滨剑桥学

院 
哈尔滨剑桥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追寻拓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 



序

号 
所在学校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23 
哈尔滨理工大

学 
机械学院“工匠”实践小分队 践行北大荒精神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24 
哈尔滨师范大

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活动 

25 海南大学 
“追梦垦荒时代，传承红色精神”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小

组 
北大荒垦区红色精神研究 

26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观察团 
看大荒巨变，见中国发展——海南师范大学赴黑龙江垦区调

研实践 

27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主题社会实

践团队 
“大美龙江，黑土魅力”主题文旅衍生品设计研发 

28 河海大学 千里故乡情之河海专访红旗岭农场调研宣传队 探索科技化现代农场 

29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 
“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北大荒”暑期社会实践宣讲团 “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北大荒”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 

30 河南城建学院 红色足迹考察队 追寻扩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 

31 河南工业大学 垦荒足迹小组 探索智慧农场，探寻垦荒精神 

32 河南科技大学 缘起北疆实践团 科技文化打造亮丽北疆风景线 

33 河南理工大学 重走红色革命路，不忘历史再前行 走进新时代友谊农场·我为北大荒精神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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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筑梦者—走进北大荒”实践团队 
北大荒精神对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和促进专业教育的现实意

义与研究 

35 
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 
垦区下的绿太阳 守护北大荒净土做优秀北大荒人 

36 
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 
义农同心 义农义卖 

37 
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 
八一农大新青年 北大荒红色旅游教育 

38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拓荒者”社会实践服务队 “寻迹北大荒”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 

39 
黑龙江科技大

学 
黑龙江科技大学赴共青农场暑期社会实践团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 

40 
黑龙江科技大

学 
拓荒小分队 垦荒一站宝泉岭，砥砺奋进共青城 

41 湖北大学 
湖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赴黑龙江北大荒区域“情系

北大荒·振兴新农业”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情系北大荒·振兴新农业”暑期社会实践 

42 湖北文理学院 “追寻垦荒足迹，筑梦新时代”青春行实践团队 “弘扬北大荒精神，互联网+红色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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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 
华水八五三暑期实践队 体验大美龙江，展示黑土魅力 

44 华东理工大学 黑土地上的玉米棒小队 基于 5G快速数据传输下优化“智慧农场”进程 

45 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赴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农业调研实践团 
“北大荒”变“北大仓”：红色基因视角下的现代农业发展

路径探究 

46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财大公管学院“五红教育”社会实践小分队 
传承北大荒精神 加强高校团员理想信念教育  ——黑龙江红

色教育暑期社会实践 

47 吉林农业大学 传承北大荒精神的农垦大军 重温垦荒岁月·追寻拓荒足迹 

48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情系北大荒”社会实践团队 重温垦荒岁月，弘扬北大荒精神 

49 江苏大学 “逐梦青春”社会实践团队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青春有我行 

50 江苏大学 新时代追梦青年 物联网助力智慧农业应用研究 

51 江西财经大学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赴

黑龙江社会实践队 
黑龙江垦区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研究 

52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北大荒精神寻访实践团 
重温垦荒岁月，学习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53 潍坊学院 潍坊学院美术学院“尽美”实践团队 七色花开书尽美，励志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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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开封文化艺术

职业学院 
开封文职院青春助力旅游发展梦想实践团 大美黑龙江红色旅游线路设计 

55 临沂大学 临沂大学“忆·旅”暑期社会实践队 
临沂大学“追红色之旅·探北国风光”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

动 

56 陆军工程大学 党的创新理论蒲公英小分队 追寻拓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 

57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青习社 情系北大荒· 建功新时代 

58 南京财经大学 “易燃”实践调研团 
“保”农可“期”：“保险+期货”模式的推广策略和发展前

景研究——基于黑龙江省赵光、海伦农场的调研 

59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一路向北”暑期社会实践队 新时代“龙江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调研 

60 南开大学 
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

盟赴大庆暑期调研实践队 
“铁人精神六十载，拥抱奋进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61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团委宣传部赴黑龙江暑期社会实践团 
“扎根北大荒建设，追寻红色文化精神”——从红色旅游基

地探索北大荒文化产业开发前景 

62 
内蒙古科技大

学 
北北联动先锋队 重温激情北大荒·青春建功新时代 

63 
内蒙古医科大

学 
“新时代医者 建功北大荒”社会实践团队 “新时代医者 建功北大荒”——综合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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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齐齐哈尔大学 逐梦兴农 开发齐齐哈尔农垦文化，发展农垦文化特色旅游 

65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赴共青农场“弘扬垦荒精神，振兴青年之

志”调研团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活动 

66 青岛理工大学 “筑梦北大荒”暑期三下乡实践团 “情系北大荒·共筑中国梦”暑期社会实践 

67 青岛农业大学 “情系北大荒·筑梦新时代”农产品电商帮扶实践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电商推广与发展——以黑龙江省伊春

市铁力市平贝为例 

68 山东科技大学 红领团队 追寻拓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 

69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探访北大荒，传承红色情怀”暑期实践

队 
新时代传承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可行性研究 

70 
哈尔滨远东理

工学院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重温垦荒岁月，学习北大荒精神 

71 上海邦德学院 上海邦德学院小青团艺术实践队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黑土地旅游路线规划与农产品

包装设计（文创） 

72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艺术团 
不忘初心，勇于开拓——2019上海大学赴黑龙江垦区交流访

演 

73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上外贸法学院小分队 

因地制宜，特色扶贫—望奎县正白后二村产业扶贫实施效果

专项调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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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 
新时代，北大荒青春行 不忘初心，情系北大荒 

75 沈阳理工大学 
“志向中国梦” 沈阳理工大学“情系北大荒·建功新

时代” 暑期实践团 
体验大美龙江，展示黑土魅力 

76 唐山师范学院 唐山师范学院青春同行实践团 走进大美龙江，激扬青春梦想 

77 唐山学院 青春追梦队 情系北大仓 建功京津冀——唐山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78 天津体育学院 TJUS 北行组 向往的北大荒--红色研学实践行 

79 天津医科大学 青春与龙江同行 挖掘龙江特色，领略北国风光 

80 
铜仁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青春拓荒助贫团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 

81 
武汉软件工程

职业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赴黑龙江省“北大

荒地区”红色学习与开发的社会实践调查团 

“重行拓荒精神之路”——用脚步“丈量”垦区经济社会变

化，打造垦区旅游新局面 

82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第三期培训班实践

队 

感受新农垦，讲好“新”故事——黑龙江农垦区调研宣讲活

动 

83 西安科技大学 北大荒“三农”胡杨青年服务志愿团 北大荒“三农”胡杨志愿服务 

84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赴黑龙江农场“红色旅游”调研队 “互联网+”时代下的黑龙江农场红色旅游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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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西北师范大学

知行学院 
知行实践团 北大荒文化采编及传播 

86 西昌学院 SGB 好青年 建设智慧农场，提升现代化水平 

87 西南财经大学 红色砖瓦团五支队 
追寻拓荒者足迹，传承北大荒精神--人文艺术作品中的“北

大荒”精神探寻与传承创新研究 

88 信阳师范学院 北大荒博物馆虚拟 VR制作、宣传实践团 北大荒博物馆的全景虚拟 VR制作及后期宣传策划 

89 延边大学 
延边大学农学院“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志愿服务

队 
“感受现代农业，服务经济振兴”暑期社会实践 

90 枣庄职业学院 青青枣职科技支农实践团 情系现代农业，建功新时代 

91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暑期社会实

践小分队 
“北大荒精神”发展实地走访调研 

92 长江大学 调农小分队 情系北大荒，富裕黑龙江 

93 浙江工业大学 重温垦荒岁月，新时代匠人行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 

94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字时代的“拓荒者”实践团 数字北大仓，智慧新农业 

95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赴黑龙省汤原县文化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实

践调研小队 
赴黑龙省汤原县文化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实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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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赴黑龙江哈尔滨、密山调研北大荒

精神及垦区农业发展暑期社会实践团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活动 

97 中国医科大学 医薪医意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 

98 重庆邮电大学 一路向北 
聚焦“三农”---“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 

99 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情系北大荒”实践团队 “追寻拓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立体书文创制作 

10

0 

哈尔滨工业大

学 
新时代哈工大青年筑梦实践团生命分队 追寻拓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