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序号 团队/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1 心系旌德青年社情观察团 安徽财经大学 

2 乡村生态调研队 安徽工业大学 

3 赴岳西爱心支教与文化宣讲团队 安徽师范大学 

4 百色学院田林县中草药农业调查队 百色学院 

5 花开远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保定学院 

6 明德于心 北京城市学院 

7 

勇担青春使命，助力乡村振兴——北京理

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全威实践团赴岚县社

会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 

8 助力丰宁南关乡冷棚番茄产业发展 
北京农学院 

9 城乡民宿调研小队 

10 
云南省元阳县红河哈尼梯田旅游产业发

展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11 BFSU博学笃行小队 

12 助力·铸人·筑梦调研团队 
渤海大学 

13 推澜助农小分队 

14 “运河谣”小分队 沧州师范学院 

15 
长安大学赴甘肃庆阳“持续深入移风易

俗”暑期实践活动 
长安大学 

16 
长安大学赴宜君县“恒·爱中国，净·享

盛世”暑期实践队 

17 华光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长春光华学院 
18 

“青春与中国梦同行 文化带贫困村振

兴”团 

19 长江大学电信院青年志愿者队 长江大学 

20 机器人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队 长江师范学院 

21 菜菜农业——小农户精准扶贫 
长沙理工大学 

22 文化立镇|靖港长理团队 

23 
赴长沙周边特色乡镇民宿市场发展空间

暑期社会调研团队 长沙学院 

24 赴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暑期社会实践 



25 守护绿水青山 助力扶贫攻坚 长治医学院 

26 
小科学家研学计划—爱伊 ruisi研学九寨

志愿行 成都大学 

27 脱贫攻坚—溯茶之途 

28 “志愿服务到乡村·农业机械大调研”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29 溪愿实践队 
重庆大学 

30 重庆大学“千万农户”实践团 

31 同心燃梦团队 重庆交通大学 

32 美丽乡村调研小分队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33 
“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健康生活”暑期

实践团队 重庆医科大学 

34 “星星之火，筑梦酉阳”调研团 

35 
“聚焦贫困村，富民种植路”四季豆产业

振兴行动 
滁州学院 

36 
赴临泉县黄岭镇前洼张庄贫困村扶贫攻

坚实践小分队 

37 楚雄师范学院综合服务队 楚雄师范学院 

38 赴西藏自治区“西行寻梦”暑期实践团 大连理工大学 

39 电子科技大学校名山实践小队 电子科技大学 

40 江西实践服务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41 潼湖古村文化传承队 

42 东秦北极光队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43 山东人居环境美化调研团队 

44 统计精英实践队 
东北林业大学 

45 鹦哥岭生态振兴小分队 

46 “青贮玉米”助力三农调研实践团 

东北农业大学 
47 

“筑梦莲花镇 东农学子在行动”社会实

践团 

48 

“渝乡青春行，茶香弥天下” ——关于

重庆茶坪村以特色茶业为主导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调研 东北师范大学 

49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状况调研——以辽源市碾山村 

50 
领泾川乡村文化之精华，扬先辈筚路蓝缕

之鸿鹄 
东华大学 

51 智慧村庄服务队 东华理工大学 



52 东南大学乡村振兴团队 东南大学 

53 橘然是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4 青山遗梦 

55 心潮文化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56 潮之光 

57 
用笔描绘、用心传承——重走习近平之

路，传承下党精神 福建工程学院 

58 文创产业助力山区乡村振兴 

59 See柚 
福建农林大学 

60 茶园心之助 

61 “醋”动心扉乡村振兴实践队 
福建师范大学 

62 振兴宏图青年愿，乡梦梁音政聆听 

63 徽县“墨香九歌”项目 
甘肃农业大学 

64 星火之心——我们都是追梦人 

65 “稼穑情·陇药行”暑期三下乡实践队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6 乡村文化创意工作室 

67 锦帆三下乡服务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6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春沂三下乡服务队 

69 
赴乐昌市和村助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美

丽乡村服务团 广东工业大学 

70 汕头非物质文化调研队伍 

71 诺亚方舟小分队 
广东海洋大学 

72 大暖四方队 

73 岭南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团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74 红土情志愿服务队 
广东医科大学 

75 思源党员服务队 

76 
“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国梦”暑期志愿服

务队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7 青年助攻坚调研团队 
广西师范大学 

78 野百合振兴小分队 

79 丝木棉服务队 
广州大学 

80 蓝精灵社会实践赴河源分队 

81 
溯文化品韵味，寻历史谋发展——恭城月

柿，千年风采 桂林理工大学 

82 红色 DNA 



83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江侗族村

寨旅游发展 

状况调查研究 

桂林旅游学院 

84 哈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队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85 
大田镇抱板村“生态—产业—文化”三项

振兴融合发展调研服务团 海南大学 

86 南海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 

87 皖南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调研服务团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88 皖情皖景皖扶贫 合肥师范学院 

89 动物科技学院助农团 河北北方学院 

90 魅力政法人小分队 
河北大学 

91 农协小分队 

92 
“孝善文化探索与传承”社会实践调研团

队 
河北金融学院 

93 
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减贫促发展调研

团队 

94 新时代实践队 
河北科技大学 

95 冀往开来实践队 

96 
河北农业大学农学院李保国扶贫志愿服

务队赴张北县社会实践小分队 
河北农业大学 

97 
赴青县“园艺+”合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

团队 

98 师大学子直播助力脱贫在行动 
河北师范大学 

99 益生菌小队 

100 上饶红色文化旅游实践团 河海大学 

10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赴滑县

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02 中国梦之队 
河南城建学院 

103 郏山阳村实践队 

104 乡薯佳情 河南科技大学 

105 
河南理工大学“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国梦”

南朱营村社会实践团队 
河南理工大学 

106 
“普及科学，振兴中华”科普大篷车实践

团 

107 “涂山行，药草情”调查团 
河南农业大学 

108 机电雷锋站 



109 “走进正阳，情暖乡村”志愿服务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110 
黑龙江省抚远市前锋农场乡村绿色发展

状况调查研究 
黑龙江大学 

111 
黑龙江省建三江红卫农场乡村绿色发展

状况调查研究 

112 “晨曦公益”爱心小队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113 “雨满新谷”调研小分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14 “青春汗水，挥洒乡村” 

115 乡村振兴路径探索与规划 
湖北文理学院 

116 荆山文化研究团队 

117 
湖北医药学院赴湖北房县探索黄酒文化

的老酒门队 
湖北医药学院 

118 
武当行 药振兴——湖北医药学院服务武

当道地药材产业振兴 

119 “木棉计划”社会实践团 

湖南大学 
120 

“振兴乡村促产业 助力双牌齐脱贫”—

—对双牌县 16个乡村的调查研 

121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发现长乐” 
湖南理工学院 

122 “情系湘楚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23 湖南师范大学边城乡希队 

湖南师范大学 
124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赴张家界市

桑植县暑期社会调研团 

125 富强队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126 和谐队 

127 江浙乡村调研团 
华北电力大学 

128 四川乡村调研团 

129 
乡村振兴战略下侨乡农村凝侨心汇侨智

聚侨力调查实践团 
华侨大学 

130 
赴江西赣州会昌“调研会场扶贫态，砥砺

奋进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队 
华中科技大学 

131 
赴鄂川黔调研金融支持旅游扶贫在中西

部乡村的应用 

132 “挂县强农”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淮阴工学院 

133 白鸟 2.0团队 

134 超越小队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135 吉农贵州帮帮团 吉林农业大学 



136 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华梦 

137 青春护卫队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138 筑梦小分队 

13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奏响美丽中国最强

音 
吉林体育学院 

140 “心旅益行”乡村少年成长计划 吉林外国语大学 

141 “萤火” 济南大学 

142 江大机械 江苏大学 

143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笔尖下的美丽乡

村暑期社会实践团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44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重走长征路—

一片叶子从大山里走来”暑期社会实践团 

145 “绿·动”林木种质资源调研小分队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46 “中国好兽医”实践调研团 

147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长山群岛考察调

研团 
江西财经大学 

148 
“井冈情，中国梦”特色民宿助力产业振

兴 

149 大学生志愿服务中心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50 聚力乡村振兴队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51 乡村人力资源梳理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52 江西大学生生态营 

江西农业大学 
153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赴修水县“全国农科

学子联合实践行动”志愿服务营队 

154 
商学院“扶贫助力苏区，探寻初心起源”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江西师范大学 

155 
“绿色帮扶新农村，青春建功新时代”大

学生环保守卫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井冈山大学 

156 
“暑近童颜留守相伴”大健康陪伴支教暑

期社会实践 
景德镇陶瓷大学 

157 
江西省乐平市名口镇垃圾分类管理及环

保宣讲调研暑期实践团 

158 新时代背景下的农村产业振兴主题调研 
兰州理工大学 

159 秦安花椒帮扶项目 

160 阳光志愿者服务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61 
聊城大学“科技支援农村 信息服务农民”

服务队 
聊城大学 



162 
聊城大学“美丽中国生态行，迫不‘圾’

待身先行”服务队 

163 
“守护家园，振兴生态”社会实践服务团

队 临沂大学 

164 不忘初心农林传情，牢记使命科技兴农 

165 星遇 
六盘水师范学院 

166 产业扶贫调研团 

167 
法学院赴江西省吉安市“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模式”社会实践队 
南昌大学 

168 金融小分队 南京财经大学 

169 金寨县“互联网+”精准扶贫项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0 
南京审计大学泽园书院石台县社会实践

小分队 
南京审计大学 

171 
南京审计大学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

调研团队 

172 “山水非遗”调研队 
南京师范大学 

173 富竹村乡村振兴专项调研小分队 

174 柚子红旅情，圆梦甘霖行 

南京邮电大学 
175 

职业教育助推黔东南州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的现状调查 

176 2019SSP甘肃线 
宁波诺丁汉大学 

177 渭南拾遗线：华县皮影·华阴老腔 

178 现农强国暑期实践调查小分队 
宁夏大学 

179 忘忧田原队 

180 打造特色产业，实现乡村振兴 齐鲁师范学院 

181 
青岛科技大学赴青海湖及其周边“生态振

兴，攻坚脱贫”实践调研团 
青岛科技大学 

182 
青岛科技大学赴山东淄博“政能量”返乡

青年创业调研团 

183 凤栖青梧小队 
青岛理工大学 

184 薪火村志绘本小队 

185 
“科技助力泗水梦，建设美丽东仲都”青

春志农服务团 
青岛农业大学 

186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产业规划

赴海阳留格实践团队 

187 鲁锦文化，薪火相传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188 
基于蓑衣樊乡的黄河湿地景观公园建设

调研及乡村振兴专项 

曲阜师范大学 

189 

基于产业融合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推动

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连云港留

云岭村、东崖屋村的实地调查 

190 黔南计划 厦门大学 

191 

特色农业产业扶贫、脱贫绩效与贫困户获

得感——基于山东省、河北省 900份问卷

的对比分析 
山东财经大学 

192 

政府主导型产业扶贫：实施途径与贫困户

满意度——基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抽

样村 

193 畜牧业科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94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艺馨至善团 
山东建筑大学 

195 沂心沂意，探寻红色足迹 

196 “在路上”乡村振兴实践团 山东交通学院 

197 
山东科技大学赴临沂市庄坞镇产业振兴

调查暑期社会实践团 
山东科技大学 

198 
山东科技大学赴滨州马山子镇生态治理

调查暑期社会实践团 

199 
山东理工大学“青青小草”助力乡村振兴

调研队 
山东理工大学 

200 
赴东平县西杨郭庄村科技支农调研服务

团队 
山东农业大学 

201 
赴莒南县大店镇北小关庄村科技支农团

队 

202 “青春先锋”乡村生态振兴调研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03 

“服务乡村振兴，传承非遗文化”实践调

研团队 

204 山东师范大学文化教育下乡服务团队 

山东师范大学 
205 

小蒜头，大产业—现代元素与传统产业融

合助推下的乡村产业——以山东金乡大

蒜产业为例 

206 “星火”志愿服务队 山东职业学院 

207 
“医绿苗青”美丽中国——乡镇环保调研

与健康关爱队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8 玫乡小队 



209 
“聚力精准脱贫，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 
山西农业大学 

210 岚县印象，以心诉遗 
山西师范大学 

211 惠民利民政策宣讲服务实践队 

212 

深度探索福建步云乡和上海浦南四镇—

—E路大数据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平台建

设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13 文汇扶贫组 

214 “同心·同信·同行”暑期社会实践团 上海海事大学 

215 
产业、环保并举 扶贫与开发同进——再

探“洱源”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 

216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生态圈构建的规划—

—以黄竹村为例 
韶关学院 

217 赴三师四十四团棉花红枣种植科技支农 石河子大学 

218 绿色盾牌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219 
薯遇布拖—农科学子助力布拖马铃薯产

业振兴 
四川农业大学 

220 
红原牦牛保险多维减贫绩效暑假调研团

队 

221 西域三十六国调研团 

塔里木大学 
222 

寻那黄土高原上—曲信天游——陕北农

村文化调查 

223 笑傲微山湖队 天津大学 

224 京古冀源津文化·青衿继梦惟践勤 天津科技大学 

225 燎原星火志愿服务队 天津农学院 

226 守住绿水青山——乡村环境治理调研 
同济大学 

227 湘西风情，振之扬之 

228 “出彩青春·助力圆梦”实践团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29 “守卫淠河，我们在行动” 皖西学院 

230 “向日葵”青年志愿者科技支农帮扶团 潍坊学院 

231 “健康巴士，梦燃河溪”暑期社会实践团 温州医科大学 

23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大学生返乡就

业创业的模式与路径研究实践团 
无锡商业职业学院 

233 
“青春中国梦，筑梦恩施行”产业扶贫实

践团 
武昌理工学院 

234 《恩施州芭蕉侗族乡基层组织振兴实践 武汉大学 



调研》 

235 同心助力美丽乡村 武汉纺织大学 

236 乡楚筑梦 
武汉轻工大学 

237 湖北五峰乡贤文化桑梓情小分队 

238 安康市紫阳县板厂村扶贫调研 
西安工业大学 

239 注力精准扶贫，宣传地方特色 

240 
陕西省渭南市某县小流域生态环境现状

调研及其影响分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41 安—足迹 
西安理工大学 

242 春风小组 

243 “乡村稼穑情 振兴中国梦” 
西安培华学院 

244 非遗今拾实践队 

245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文学院“朝阳”暑期社

会实践团支教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246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文学院“朝阳”暑期社

会实践团调研队 

247 
西北民族大学赴四川省阿坝州动植物多

样性的调查与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248 “农匠之家”惠农行动 西华师范大学 

249 

多方联动精准扶贫  产业帮扶创新思路

——关于考察德江县产业扶贫新型模式

的设想 

西南财经大学 

250 情满乡村，筑梦中保 
西南交通大学 

251 投身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252 
西南林业大学共青团“大手牵小手”贫困

地区少年儿童生态文明科普夏令营活动 
西南林业大学 

253 
基于大数据“核桃保保”有害生物绿色防

治社会实践队 

254 走进帅乡 
西南政法大学 

255 卫赢小队 

256 大手小手支教团 徐州工程学院 

257 姜上农夫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258 溯源团队 

259 
新时代背景下非遗产品提升及销售的乡

村调研 烟台大学 

260 烟台大学法学院厕改调研队 



261 爱帆启航服务队 烟台职业学院 

262 
“益路相伴十四载，初心不变始如一”大

别山暑期实践团 
扬州大学 

263 
“精准惠农 生态伊山”——扬州大学农

学院党员博硕士暑期社会实践团 

264 
仰恩大学会计学院“网柚”赴漳州平和暑

期实践队 
仰恩大学 

265 
仰恩大学管理学院“裕动清流”赴福建省

三明清流县暑期实践队 

266 乡村文化振兴调研团队 云南财经大学 

267 生态学与环境学院护滇卫视实践团 
云南大学 

268 助力精准扶贫，聚力乡村振兴 

269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丽水“燕归浙西

南，撷枝同筑巢”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27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丽水祯旺村“重

拾红军粮，帮扶农产品再走红军路”实践

服务团 

271 “添翼”团队 浙江工商大学 

272 “一市芳华”小分队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73 复兴之路—青马逐梦 

274 青春跃起来 
浙江工业大学 

275 浙川情深 

276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小分队 
浙江农林大学 

277 “七彩”小候鸟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 

278 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国梦暑期社会实践队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79 

“美丽河湖守望行动”实践团赴金华浦江

“碧波绿水我同行 美丽河湖共守望”社

会实践队 

280 “青春之路”社会实践服务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281 乡村稼穑情·振兴中国梦暑期社会实践团 中北大学 

282 
“寻访魅力古彭，振兴时代乡村”徐州新

农村发展调研团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283 

“壮丽七十年，青春走基层，奋斗新时代”

——中国矿大“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专

题调研大学生社会实践 

284 
在琉璃庙的田野上践行“一懂两爱”——

中国农业大学红色 1+1实践队 
中国农业大学 



285 电商扶贫，振兴美丽灵川 

286 
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渭干乡“互联网

＋”思维下脱贫攻坚的探究与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87 
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调

研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88 农产品新时代下的销售新模式 

28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赴南山国家公园社区

居民生计转型调查暑期实践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90 
推进农产“最先一公里” 决胜脱贫攻坚

战——基于对攸县鸾山镇江冲村的调查 

291 “扶云直上”实践团队 中央财经大学 

292 仲系农情小分队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93 启梦—人文三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