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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说明 

登陆网址：http://web.sumkoo.com 

为更好地向广大团员青年提供便捷的线上服务，向各级团组织提供更优质的

团务管理工具，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将现有“共青云”等平台数据进行整合提质，

升级开发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为积极响应团市委的要求，充分利用北京共青团

线上系统，从而帮助各院系更好地开展团务工作，丰富基层团组织的建设，清华

大学校团委组织部制定《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使用说明（清华大学）》。 

目前本系统主要上线的智慧团建模块，共面向三种角色用户：团员、青年、

团组织，本手册将针对此三种用户的系统使用方法做出说明。 

2. 团员 

2.1 注册（手机端） 

步骤 1：进入青春北京 

进入“青春北京公众号”，如下图，点击“找组织”，再点击“北京共青团”；

进入页面，点击“我的”。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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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创建账号 

进入登陆页面如下图，点击“创建账号”；进入输入页面，正确输入信息即

可，最后一项选择“我是团员”。 

提醒：注册信息请及时备份保存。 

 

图 3                    图 4 

步骤 3：填写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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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动参与 

1) 活动报名（自主） 

在活动菜单栏中，团员可以根据活动类别、活动热度、距离远近进行筛选，

选择感兴趣的活动进行报名。 

 

图 7 

2) 活动报名（组织） 

在组织列表中查询具体组织，进入组织详情页后可查看该组织发布的活动，

并进行报名。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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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动查看 

团员可在“我的”菜单栏中的“我的活动”与“我的关注”中查看本人报

名的活动与关注的活动。 

 

图 9 

4) 活动咨询 

如果对活动细节有疑问，可以点击“活动咨询”按钮进行咨询。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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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动打卡 

在“报到”菜单栏中，参加活动的团员可以进行“活动打卡”及“团员报到”

两项操作。在团员参加已报名的活动时，应及时进行活动打卡，系统根据团员所

处的位置信息审核打卡行为。 

 

图 11 

6) 活动评价 

对于团员报名并已打卡的活动，团员可在“我的”菜单栏“我的活动”模块

中“已结束”一栏对参与的活动进行活动打分及评论。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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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动秀 

对于完成的活动，团组织根据实际情况打开“活动秀”功能，打开后活动的

完成情况会出现在手机端的“活动秀”功能中，活动的参与者可以在“活动秀” 

下方添加自己的评价和现场照片。 

 

图 13 

2.3 个人资料查看&修改 

在“我的”菜单栏中的“个人资料”模块，可以进行除用户名、姓名、身份

证号、出生年月、性别外的信息的修改。 

团员在此模块中上传证件照后，可以生成电子团员证。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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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转移团组织关系 

在“我的”菜单栏中的“我的组织”模块，团员可以申请团组织关系的在线

转移。当转移团组织的申请提交后，需接收方团组织（班团支部）在共青云平台

确认后，标志着一次组织关系转移操作全部完成，见图 15。 

同时，团员被其他组织添加后，原组织会收到关于被添加团员的姓名、添加

时间、进行添加操作的组织信息的站内信，见图 16。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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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5 “志愿北京”注册及确认 

步骤 1：登录“青春北京”后，点击进入下方菜单“我的”，点击“我的志愿项目”。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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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如果之前在“志愿北京”平台上成功注册过，系统会如下图显示在“志

愿北京”平台上的志愿项目，那么不需要再次在“志愿北京”平台上进行注册。 

 

图 18 

 

步骤 3：如果显示以下信息，表示未在“志愿北京”平台上进行过注册，那么点

击“注册”，或通过“首页”—“志愿服务”—“成为志愿者”，按要求填写信息

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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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步骤 4：注册成功后，在“首页”—“志愿服务”—“志愿团体”中加入“清

华大学紫荆志愿者服务总队”，团体 ID是 3472185。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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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如果想报名志愿活动，可以通过点击“志愿项目”，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志

愿活动并加入。 

 

图 21 

补充说明： 

共青云系统与“志愿北京”平台实现数据打通，完成团员注册同时成为志愿

者后，可通过首页或“活动”菜单栏中的“志愿服务”直接访问“志愿北京”平

台，完成志愿服务相关操作，无需二次登录。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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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共青云系统的用户名、密码与“志愿北京”的用户名、密码相互独立，

不能作为“志愿北京”平台的登录用户名与密码。 

团员可通过系统在线申请北京志愿者证， 享有各项志愿者专属权益。 

 

图 23 

2.6 团员部分常见问题汇总 

1) “身份证号已存在” 

在注册过程中，如遇到系统提示“您的身份证号已存在”的情况，表示用户

的身份证信息曾在“共青云”系统中与其他手机号相关联，此时请使用“申诉”

功能完成身份证信息与注册手机号的绑定。在身份申诉功能中，应如实填写身份

信息，上传身份证正面照（含有身份信息的一面）。身份申诉提交后，系统管理

员会在 1至 3个工作日完成对申诉信息的审核，申诉的最终结果将以短信的形式

通知。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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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号已存在” 

注册过程中，系统如提示“该手机号已存在！”，表示系统中已存在该账号，

无需再次注册。如忘记账户密码，可通过“忘记密码”功能找回密码，使用手机

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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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年（非团员） 

3.1 注册 

本系统中，非团员注册时不需要填写实名信息，填写账户信息后，在注册页

面选择“我不是团员”，如下图，即可完成注册。 

 

图 26 

3.2 转为团员 

非团员可在“我的”菜单栏中的“个人资料”模块申请转为团员身份，需要

所在组织在管理后台确认后，完成身份转换。 

3.3 非团员部分补充说明 

一般情况下，不要求非团员注册本系统，同时鼓励各支部积极发展非团员青

年入团，进行相关入团流程后，校团委统一安排新团员按照本说明的“2.团员”

部分进行本系统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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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组织 

4.1 院系团（工）委 

4.1.1 注册&登陆 

通过临时网址 http://web.sumkoo.com进入电脑端登录页面，点击“立即注

册”按钮进行团组织注册。（如有原“共青云”账户，可使用原账户名及密码直

接登录，无需注册） 

各院系团（工）委已在本系统注册完毕，如遇系统更新时要求完善各院系团

（工）委信息，按照如下示例格式填写即可。 

 

图 27 

4.1.2 院系团组织管理 

对于非支部的团组织账号，即院系团（工）委账号，可使用下级组织管理功

能对下级班团组织进行生成注册码、归档、编辑资料、重置密码、查看下级团组

织中的团员信息等操作。 

1) 班团组织归档 

如需撤销下级团组织，如大四年级团支部毕业后，在系统中应使用“归档”

操作。团组织被归档后，该组织的团员自动变为流动团员，该组织的团干部自动

解除该组织中的职务。归档操作无法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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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 班团组织信息修改及密码重置 

在下级组织管理中，点击最右侧的“修改”按钮，可查看下级班团组织的账

号信息并重置密码。如下级团组织忘记其组织的账号和密码，上级团组织可自行

对下级团组织账号密码进行重置：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下级组织信息，点击最

下方“重置密码”。 

注意：系统默认将密码重置为当日日期如 20190128，之后下级团支部登陆

后会提醒密码强度过弱，此时需自行设置，请务必在重置密码后及时进行记录。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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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班团支部的团员信息 

在下级组织管理中，点击“下级信息”一栏中的团员的数量，如下图，即可

显示该支部团员信息。 

 

图 30 

 

图 31 

4.1.3 院系团干部管理 

1) 添加团干部 

院系团（工）委通过“我的团干部”功能添加本组织团干部，系统对团干部

是否是本组织的团员不做限制，添加前应确定该团干部已在系统中进行注册，否

则添加无法实现。 

 

图 32 



19 

 

2) 管理团干部 

进入“团员管理”中的“我的团干部”，可进行查看团干部信息、导出 Excel

表格、编辑资料、职务变更和解除等操作。 

 

图 33 

 

4.2 班团支部 

4.2.1 注册&登陆 

一般情况下，班团支部的注册由院系团（工）委负责人进行操作，注册新生

支部即可，完成注册后，将账号密码发放给各班团支部团支书。 

步骤 1：登陆院系团（工）委账号，生成注册码。 

登陆院系团（工）委账号后点击“下级组织管理”，如下图。 

 

图 34 

进入页面后，点击“生成注册码”，如下图，生成数量为该年新生班团支部

总数或其他所需数量。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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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班团支部注册 

回到登陆页面点击“立即注册”，进入如下页面，按照说明进行填写即可。 

注意记录用户名和密码。 

 

图 36 

 

图 37 

4.2.2 标记毕业时间 

为方便“学社衔接”，各支部在完成注册后应及时标注毕业时间，具体操作

如下： 

进入班团支部共青云账号→“我的资料”→“毕业年份”，查看和选择本支

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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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补充说明： 

如果选择了“教职工团支部” ，则此支部不计入“学社衔接”工作考核范

围， 团市委会对此类标注进行核查； 

如果选择了“联合团支部”，管理员需要继续前往“我的团员”列表，单独

标记出 2019年毕业的团员，团市委会对此类标注进行核查。 

 

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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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团员管理 

1) 我的团员 

“我的团员”分为五种类别： 

“正式团员”：团组织对本组织的团员进行管理。 

“申请加入”：团组织审核团员用注册时提交的加入申请，不会收到团干部

的注册申请，对于已注册团干部，组织应在“我的团干部”一栏中进行添加。 

“申请转入”：团组织审核申请团组织转移的团员申请，此处为申请转入的

审核，本系统对团员转出团组织不做审核。 

“历史团员”：查看已移出本组织的团员信息。 

“超时未报到”：团员在手机端超过三个月未使用报到功能，相应团员功能

无法使用，团组织需对其账户进行激活后，团员方可继续使用。 

 

图 40 

2) 添加团员 

与团员的“转移团组织关系”对应的是团组织的“添加团员”功能，班团支

部可以通过此功能将已在本系统注册的团员身份的同学添加到本支部。如团支部

使用此功能进行添加，团员则无需在手机端申请转移。团员通常会在注册时即申

请加入支部，此时团员需联系团支部，团支部需要在申请加入页面进行确认，方

可将团员添加进本支部。 

3) 移出团组织 

对于实际中已不在本支部的成员，团支部可以通过移出团组织功能将团员移

出，移出的团员将成为流动团员。 

4) 重置密码 

团支部通过此功能可以为本支部团员重置登录密码，重置的密码默认为当日

日期。具体参见 16页“班团组织信息修改及密码重置”。 

5) 修改团员编号 

团支部可通过“编辑”修改团员的团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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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部应为忘记团员编号的团员、团员编号为 12 个零的团员、注册时团员

日期与实际不符的团员修改团员编号。 

 

图 41 

6) 推优入党 

团组织通过此功能添加、查看本组织的推优入党信息。 

4.2.4 班团干部管理 

1) 添加团干部 

班团支部通过“我的团干部”功能添加本组织团干部，系统对团干部是否是

本组织的团员不做限制，添加前应确定该团干部已在系统中进行注册，否则添加

无法实现。 

 

图 42 

2) 管理团干部 

进入“团员管理”中的“我的团干部”，可进行查看团干部信息、导出 Excel

表格、编辑资料、职务变更和解除等操作。 

 

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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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活动管理 

4.3.1 活动列表 

在活动列表功能中，团组织可查看本组织发布的活动并进行相关操作。 

 

图 44 

1) “修改”功能： 

团组织可以使用修改功能更改活动信息。 

2) “查看咨询”功能： 

团组织可通过此功能查看并“回复”团员对于活动的咨询，所回复的内容会

出现在手机端活动详情页下方的活动咨询版块中，若认为咨询信息不适宜公开发

布，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除”。 

 

图 45 

3) “提前结束”功能： 

当团组织需要提前结束活动，可通过此功能实现，操作“提前结束”的活动

会转到“已结束”列表；如团组织需要删除已发布的某些活动信息，应该先使用

“提前结束”功能撤下活动，然后在“已结束”列表中将活动条目放入“活动回

收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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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报名人员信息 

点击活动列表中报名人数的数字，即可查看报名人员信息。 

 

图 46 

5) “已结束” 

在“已结束”一栏中，可查看已完成活动的签到及报名情况、活动参与者对

活动的评价与打分，填写活动总结。 

4.3.2 新建活动 

团组织可通过 “新建活动”功能新建活动。 

 

图 47 

提醒： 

系统对所发布的活动时间的要求均为当日及当日以后的日期，无法对已完成

的活动进行补充录入。各组织应在活动开展前及时在系统中发布活动，动员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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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系统会对团员的报名情况及活动实地签到情况进行统计。 

其中可通过报名范围选项限制报名用户的身份，共分 5种。选择凭报名密码

报名时，团员在报名时需填写团组织指定的报名密码。 

 

图 48 

4.3.3 活动秀 

对于完成的活动，团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打开活动秀功能，打开后活动的完

成情况会出现在手机端的“活动秀”功能中，从而向更多人推广自己的活动。打

开活动秀后，活动的参与者可以在“活动秀”下方添加自己的评价和现场照片。 

 

4.4 用户中心 

4.4.1 我的资料 

团组织可通过“我的资料”功能修改组织的基本信息，包括在手机端头像与

组织顶图。 

 

图 49 



27 

 

4.4.2 我的评论 

团员通过手机端可对组织进行评论，团组织可在此功能中进行查看，确定将

评论进行显示、屏蔽或删除。 

 

图 50 

 

图 51 

4.4.3 我的奖惩 

团组织可通过此功能为团员添加表彰或惩罚信息，团员会在“我的奖惩”模

块看到相应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