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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工总宣〔2020〕168号 

 

 

关于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2020年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的通知 
 

各区局（产业）工会：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全总“网

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深化“中国梦·劳

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要求，引导广大

职工学“四史”、强信心、添动力、齐参与，积极投身“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火热实践，上海市总工会决定组织

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2020 年上海职工

文化网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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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主题 

 大赛以“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为主题，

通过“上海之旅”寻找“知识勋章”，组织职工广泛参与“四史”

学习教育；通过“城市之美”展示“小康生活”，反映劳动者奋

斗奔小康的劳动场景和城市发展的美好图景；通过“劳动之乐”

浇灌“幸福之树”，引导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二、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上海市总工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劳动报社 

    协办单位：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支持单位：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上海医药集团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三、参赛对象 

大赛以个人形式参赛，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社

会组织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广大市民群众和社区居民。 

四、报名办法 

报名启动时间：10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报名方式：关注“申工社”微信公众号，进入“文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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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即完成报名。 

 

 

     

    五、竞赛时间 

11 月 11 日 12:00—11 月 30 日 24:00 

六、竞赛项目 

竞赛分为三个项目进行，竞赛规程详见附件。 

（一）“上海之旅”寻找“知识勋章” 

通过“文化网络赛”小程序，参加线上行走、知识竞答。行

走线路设置“四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小康生活、工会工运、上海文化、健康卫生五大

版块近百个站点，参赛者选择线路进行答题。本单元根据答题总

数、答题正确数及答题用时等进行个人排名，确定单项百强奖名

次。 

（二）“城市之美”展示“小康生活” 

通过“文化网络赛”小程序上传微视频，每人最多上传 2 个

作品。参赛作品围绕“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主题，反映劳模先进和一线劳动者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场景

和感受、收获与喜悦。视频内容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

向正确，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上传作品审核通过后，组委会

邀请专家评审综合打分，确定单项百强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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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之乐”浇灌“幸福之树” 

通过“文化网络赛”小程序创设的虚拟城市家园，参赛者“耕

作”其中，浇灌“幸福之树”—上海市花白玉兰，在趣味活动中

获取幸福指数。幸福值越高，参与单项百强奖竞争机会越多。 

七、奖项设置 

（一）优秀组织奖 

对积极组织宣传、推荐报名、选手参与率高、赛事过程中活

跃度高的前 30家区局（产业）工会，将授予优秀组织奖。 

（二）单项百强奖 

大赛设三个单项百强奖：“学习达人奖”、“独具慧眼奖”、“白

玉兰奖”，总计 300 名，获荣誉证书及相应奖励。 

（三）个人幸运奖 

报名、参赛过程中设个人幸运奖（报名即有抽奖机会）。 

八、有关事项 

（一）加强组织领导。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已连续举办五

届，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抓手，是丰富

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载体。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开展网上宣

传活动的重要性，积极做好宣传发动、组织推广等工作，确保活

动落实到位。建议参与人数达工会会员数的 3-5%。 

（二）强化正面引导。各级工会组织要通过此次大赛，加强

爱党爱国教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

职工群众在工作中勇于拼搏、敢于创新、乐于奉献，争做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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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奋斗者，为建设人民城市贡献力量。 

（三）注重统筹兼顾。各级工会要注重结合生产生活实际，

把开展活动同“四史”学习、形势政策宣传和先进典型宣传结合

起来，把各种资源力量整合起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引导职工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争做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

先行者。 

 

附件：“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2020年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竞赛规程 

 

 

      上海市总工会 

                              2020 年 10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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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2020 年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竞赛规程 

 
    2020年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共分三个项目，可全部参加，

也可参与其中一个项目，每个项目比赛时间都为 11 月 11 日

12:00-11月 30日 24:00。 

一、“上海之旅”寻找“知识勋章” 

参赛者进入“文化网络赛”微信小程序，通过参与答题，获

取幸福值。正确答题数（含挑战题）越多，获取的幸福值和实物

奖励机会越多。参赛流程如下： 

1.参赛者寻访五大版块，参与竞答。知识竞赛题范围如下： 

 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 

 上海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小康生活（勤俭环保、衣食住行、百年老店等） 

 工会工运（工会、工厂、工运、劳模、工匠） 

 健康卫生（上海市民健康公约、防疫知识、垃圾分类） 

2.参赛者每天随机选择一个版块答题，答对得分，答错不得

分。在此基础上，可自愿选择挑战答题（2题）。 

 3.连续答对 30题以上（含 30题），获电子荣誉证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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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项比赛获得的幸福值，可用于第三单元“劳动之乐”幸

运抽奖，并累计总幸福值排行。 

 5.幸福值细则 

序 项  目 幸福值 

1 答对 1题 10分 

2 每条线全答对 额外奖励 100分 

3 挑战答题答对 1题 20分 

4 挑战题全答对，幸福值翻倍 80分 

二、“生活之美”展示“小康生活” 

（一）参赛流程 

参赛者打开“文化网络赛”微信小程序，进入“城市之美”

展示“小康生活”项目，围绕“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

斗有我”活动主题，上传微视频作品，用镜头讲述劳模先进和一

线劳动者故事。微视频审核通过后，获取幸福值和抽奖机会。 

1.作品上传：11 月 11 日 12:00-11 月 30 日 24:00，后台审

核时间 5 个工作日（如未通过审核，则为无效作品）。作品一旦

上传，无修改机会。每个作品通过审核后获得 100 幸福值，每位

参赛者最多上传 2 个视频作品。 

2.专家评审：作品上传截止后，组委会邀请专家，根据微视

频主题、内容、画面及制作等进行综合评分。 

3.优秀作品将由劳动观察、申工社微信号等媒体予以刊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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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广泛宣传。 

 （二）视频内容 

1.劳动之美：以“致敬最美劳动者”为主题，记录劳模先进

和一线劳动者敬业奉献、钻研创新、勤勉奋进的劳动场景。 

2.生活之美：反映劳动者和市民朋友切身可及的幸福生活状

态和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展现生动鲜活、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 

3.市容之美：描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城市治理

有序，乡村绿水青山，街区整洁畅通，表达劳动者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三）作品要求 

1.紧扣主题、导向正确，传递正能量。 

2.事例、画面贴近工作或生活，突出主旨要求。 

3.微视频时长 30-60 秒；分辨率 1080P；格式 mp4。 

4.配 15字内、精炼平实的视频作品标题。 

5.视频严禁抄袭、造假或广告行为，一经发现通报批评并

取消比赛资格。 

三、“劳动之乐”浇灌“幸福之树” 

    参赛流程如下： 

1.参赛者打开“文化网络赛”微信小程序，进入“劳动之

乐”浇灌“幸福之树”项目，通过每日签到、浇水、兑换道具和

前两个单元的寻访答题、上传微视频作品等获取的幸福值，促进

幸福树不断生长，同时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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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者每日登陆签到加幸福值 5 分，参赛者每日 6000步

为转换幸福值计算上限，每日微信计步 6000 步以下，折合幸福

值：步数/60；每日微信计步 6000步以上（含 6000步），奖励幸

福值 100 分（固定值）。步数不累计，当日 24 点刷新，第二天重

新计算微信步数。 

3.参赛者通过微信分享活动链接，每分享一次，幸福值加 20

分（每日最多分享 5 次）。 

4.参赛者在朋友圈分享“幸福树”明信片，获得好友点赞 1

次，加幸福值 10分（当天最高固定值 100 分）。 

5.实时累积计算“上海之旅”与“生活之美”环节幸福值，

并纳入本单元幸福值排行榜。 

四、活动进程 

线上每日 24:00刷新总积分排行榜，各区局（产业）工会和

参赛个人可在主页实时查看工会集体（或个人）活跃度情况。当

日活跃度排名前 30 名的参赛个人次日可额外获取一次抽奖机

会。（注：本单元的动态排名只是实时记录当日参赛个人和组织

线上活跃度的动态情况，最终单项百强奖和优秀组织奖将结合答

题情况、专家评审、参与人数比例、活跃度和总幸福值等重要指

标进行综合评定，获奖通知另行公布。） 

五、咨询服务 

（一）参赛咨询： 

联系电话：1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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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全天 24小时 

（二）技术咨询 

联系电话：16621127316（技术保障组） 

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0：00 

六、活动规程最终解释权属“中国梦· 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2020年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组委会。未尽事宜，

另行通知。 

 

 

 

 

 

 

 

 

 

 

 

 

 

 

 

 

 

 

 

 

 

 

 

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