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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申报学校 

1  “大地之光·海有你我”——地学院环保科普行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  地学院赴昌平区村庄垃圾分类方法的研究与拓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3  喜迎国庆七十周年(昌平调研)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4  “大美豫州”粮食主产区村庄规划实践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5  “晋中黄土地，美丽新农村”土地规划团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6  “古晋风貌”土地规划实践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7  星火燎原土规支援服务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  乡村振兴建设规划 中国矿业大学 

9  涉曲通幽——太行人家志愿小分队 河北大学 

10  冀中赴村庄规划编制志愿队 河北中医学院 

11  纸飞机社会实践团队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12  青春冀测团队 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13  馨心实践小分队 华北理工大学 

14  赴邯郸市乡村振兴规划编制梦之队 河北工程大学 

15  骆驼湾小分队 河北科技大学 

16  贝壳实践小分队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  唐院茅以升班社会实践团 唐山学院 

18  梦起大唐实践队 唐山学院 

19  美丽中国实践团 吕梁学院 

20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2019 年暑期“三下乡”团队 山西财经大学 

21  城匠筑梦 1队 吕梁学院 

22  城匠筑梦 2队 吕梁学院 

23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石咀子村庄规划编制 

志愿服务小分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4  内蒙古师范大学乡村振兴志愿者服务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5  超越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6  土地资源管理教学团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7  筑梦·豫爱同行 大连理工大学 

28  沈阳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 沈阳工程学院 

29  胸怀四野足丈八荒 大连海事大学 

30  “美丽中国，规划乡村”之筑梦团队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31  城乡规划协会 东北师范大学 

32  弘扬志愿精神，投身乡村振兴 吉林农业大学 

33  人文学院 “白云·黑土”乡土建设志愿服务实践团 吉林农业大学 

34  东北师范大学常春藤科尔沁小队 东北师范大学 

35  “探乡七贤”乡村规划志愿小队 吉林大学 

36  甲骨文 吉林大学 

37  乡村编制规划小分队 吉林大学 

38  知兴乡村行调研小分队 吉林大学 

39  鹤之翼乡村规划实践队 齐齐哈尔大学 

40  “国土绘丹青”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小分队 东北林业大学 

41  无问西东·特色小镇战略指导中心 华东理工大学 

42  “有木寸”团队 华东理工大学 

43  扶贫乡村路·青年互相助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  青春绿色同行·争创特色乡村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5  “加强土地规划·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调研队 盐城师范学院 

46  知行规划改造调研队 盐城师范学院 

47  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团队 河海大学 

48  探路者 淮阴师范学院 

49  江苏大学“笃行”团队 江苏大学 

50  第六产业调研团 南京财经大学 

51  服务团队 南京财经大学 



52  南信地科村庄规划小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3  寻根盐城文化，助力特色小镇团队 盐城师范学院 

54  猛虎蔷薇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  “益行”—乡村地质灾害志愿服务调研团 
绍兴文理学院土木工程学

院 

56  塘联村传统建筑改造设计调研团队 
绍兴文理学院土木工程学

院 

57  浙财土地研究团 浙江财经大学 

58  村庄规划编制小组 丽水学院 

59  颍淮善郡·美丽乡村 阜阳师范大学 

60  采煤沉陷区搬迁村庄规划编制基础调查 安徽理工大学 

61  安徽工业大学乡村振兴志愿公益团 安徽工业大学 

62  福清市沙浦镇沙浦村村庄规划实践团 福建工程学院 

63  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村庄规划志愿服务团 福建工程学院 

64  漳州市长泰县岩溪镇珪后村村庄规划志愿服务团 福建工程学院 

65  乡村古文化遗址研究小组 闽江学院 

66  以梦为马，勠力前行 莆田学院 

67  规划民生意，不悔铸梦行 莆田学院 

68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人居环境研究所 福州大学 

69  闽南地域化研创团队 厦门理工学院 

70  东华理工大学陈坊村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分队 东华理工大学 

71  东华理工大学东临新区坪山村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分队 东华理工大学 

72  贵溪市雷溪镇南山村村规志愿小分队 江西农业大学 

73  乡村振兴——渼陂村志愿组 江西农业大学 

74  贵溪市塘湾镇唐甸村村规志愿小分队 江西农业大学 

75  鹰潭市余江区霞山村村规志愿小分队 江西农业大学 

76  上饶县皂头镇周石村规划编制志愿服务队 江西农业大学 

77  赣南老区村庄规划编制三下乡志愿服务队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78  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服务队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79  江西财经大学村庄规划志愿服务一分队 江西财经大学 

80  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二分队 江西财经大学 

81  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四分队 江西财经大学 

82  “地学青春”志愿服务队 东华理工大学 

83  三分队 江西财经大学 

84  五分队 江西财经大学 

85  伴山伴乡 济南大学 

86  穹宇丁楼淘宝村乡村规划设计团队 济南大学 

87  烟云实践队 烟台大学 

88  山东省邹平市村庄规划编制调研团队 青岛理工大学 

89  美丽乡村青山绿水实践团队 青岛理工大学 

90  山东财经大学村土地利用规划专项调研团队 山东财经大学 

91  “聚焦土地流转，助力村庄规划”调研团 山东大学（威海） 

92  山东建筑大学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实践调研团队 山东建筑大学 

93  “青春先锋”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实践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94  乡振“崝途”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95  启明星志愿服务团队 烟台大学 

96  耀光实践队 烟台大学 

97  新希望 烟台大学 

98  “晴光微漾”社会实践队 烟台大学 

99  探路者·长风调研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0  探路者——逐梦石光调研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1  青岛科技大学赴淄博金岭“美丽乡村”志愿服务团 青岛科技大学 

102  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村庄规划编制服务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03  “在路上”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山东交通学院 

104  “筑梦乡间，脉连古今”实践调研团 山东理工大学 



105  “田园画卷，兴盛乡村”社会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 

106  访“绿色硅谷”，筑梦之气象调研团 山东理工大学 

107  助力农村志愿服务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 

108  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小队 山东交通学院 

109  清梦小队 威海职业学院 

110  利在千秋实践队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111  乡村繁华盛放——“砼行”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 

112  心系淄博·流芳仙鹤 山东农业大学 

113  “城建筑梦，乡约中原”志愿服务实践团·尧场村 河南城建学院 

114  “沃壤千里，生生不息”社会实践团 河南科技大学 

115  德孝美丽乡村土地利用规划团队 河南农业大学 

116  
“携手筑梦新时代，荒庄振兴展未来” 

筑梦荒庄调研团 
河南师范大学 

117  “十年青春筑梦，共话裴寨振兴”调研服务团 河南师范大学 

118  红色土地情，振兴乡村梦 信阳师范学院 

119  助力土地规划，共筑美丽乡村 信阳师范学院 

120  聚焦村土地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 信阳师范学院 

121  “青春筑梦”志愿服务实践团 河南城建学院 

122  乡村振兴，规划同行 河南科技学院 

123  
“身为奉献，心系乡村” 

村庄规划编制先锋队 
河南科技学院 

124  回村的诱惑宣讲队 商丘师范学院 

125  情系乡村调研队 商丘师范学院 

126  乡村守望者 商丘师范学院 

127  韶成创乡团队 商丘师范学院 

128  “情暖莲城”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队 许昌学院 

129  科建服务队 河南城建学院 

130  城乡建设小队 河南城建学院 



131  
奔赴古城村，助力新时代——“投身乡村振兴，服务三农工

作”河南大学乡村规划服务志愿团 
河南大学 

132  土地利用规划调查队 河南城建学院 

133  村庄土地规划服务队 河南城建学院 

134  豫皖乡情遍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35  “情系夕阳”规划编制服务队 湖北文理学院 

136  云南临沧市凤庆县金鸡村扶贫现状调研暑期社会实践队 华中科技大学 

137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赴山西吕梁规划筑梦暑期社会实践队 华中科技大学 

138  
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驻点黄梅县苦竹乡油铺街村村庄规划编

制志愿者服务团队 
华中农业大学 

139  武汉轻工大学“开拓青春”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团队 武汉轻工大学 

140  
“基于景中村与风景区联动的土地利用规划”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 
武汉科技大学 

141  
“基于农文旅融合的红色景中新村土地利用规划”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 
武汉科技大学 

142  湖北文理学院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团队 湖北文理学院 

143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实践团 湖北文理学院 

144  “星火少年”湖工规划队 湖北工业大学 

145  国土小卫士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6  创 e·“3+1” 湖南理工学院 

147  
湖南师范大学赴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樟霞村 

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南师范大学 

148  乡村振兴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 湖南师范大学 

149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四好农村路实践团 长沙理工大学 

150  村暖花开团队 长沙理工大学 

151  筑梦乡村规划小队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52  电力学院萤火虫志愿服务队 华南理工大学 

153  智慧曙光 五邑大学 

154  “仲有爱”三下乡志愿服务队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155  
“乡村振兴·情系顿岗”始兴县顿岗镇村庄规划编制发展研究

——旅游与地理学院大学生党员社会实践服务队 
韶关学院 



15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湛江乡村振兴党员实践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57  锦帆三下乡服务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158  广东二师蒲公英三下乡服务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159  极尚 2.0 广西师范大学 

160  资源县村庄规划编制调查小组 广西师范大学 

161  卓越的追梦者 广西师范大学 

162  百色学院乐业县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队 百色学院 

163  原木设计工作室 桂林理工大学 

164  “助力乡村振兴”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队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5  “规划促发展，编制振村兴”志愿者服务团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6  “弘扬志愿精神·助力乡村振兴”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团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7  规划青春蓝图，助力最美乡村实践团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

院 

168  美伴村村庄规划编制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海南大学 

169  
聚力精准扶贫，筑梦乡村振兴——基于海南省小岭村菊花产业

现代化、生态化发展方向的实证研究 
海南大学 

170  “电商”三农服务实践团队 海南大学 

171  白沙细水乡探索小分队 海南大学 

172  惠女风情 海南大学 

173  “椰风海韵，鳌游美雅”青年志愿服务队 海南大学 

174  林学院“助力振兴，情系规划”十八行村特色志愿服务团队 海南大学 

175  热带作物学院抱板村村庄规划编制实践服务队 海南大学 

176  “服务美丽乡村，绘制新村蓝图” 海南大学 

177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团队 长江师范学院 

178  志愿服务团队 重庆交通大学 

179  2019年重庆陶家九龙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志愿服务队 重庆工商大学 

180  城爱团队 四川农业大学 

181  川流不息，农强国兴 四川农业大学 



182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星火社会实践团队 西华师范大学 

183  西华师范大学国土资源学院三下乡暑期实践队 西华师范大学 

184  早上起来做实践团队 四川农业大学 

185  建工院乡村振兴土地规划小组 成都大学 

186  阳光使者青年志愿团 西南医科大学 

187  轻化新青年 四川轻化工大学 

188  稻草人·绘梦蓝天 六盘水师范学院 

189  建工筑梦志愿服务团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190  云财城市规划队 云南财经大学 

191  瑞丽暑期行动小分队 云南大学 

192  园林青年 西南林业大学 

193  建筑学院青春筑梦队 云南大学 

194  爱康社会实践队第一分队 西安培华学院 

195  “晋心晋丽”太原市小店区土地利用规划志愿服务队 西安工业大学 

196  “服务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实践队 西安工业大学 

197  杨凌驻村规划师团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98  心之源社会实践团队 西北民族大学 

199  阡陌纵横 兰州理工大学 

200  “陇上经纬”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  心在甘农，行在土地 甘肃农业大学 

202  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活动 塔里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