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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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形式



活动形式

活动主题：

2020年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以“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为主

题，通过“上海之旅”、“城市之美”、“劳动之乐”三个环节，采用线上行

走、答题寻访、上传作品积累的幸福值浇灌“幸福之树”，领取相关奖励。幸

福值越高，越有机会参与单项百强奖竞争。

参赛对象：

大赛以个人形式参赛，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人员、灵活就业

人员、广大市民群众和社区居民。



活动概览-大赛设计风格

设计风格：

视觉体验上，大胆选用原创手绘中国情结的国风古韵，
页面清新、自然、流畅。如日渐长大的白玉兰树、晨昏
交替的外滩景象和不断升级的上海建筑群等。

大赛特色：

画面动效：

界面除了以往的静态页之外，结合动效设计贯穿整个大
赛环节，给参赛者更加活力、炫酷、灵动的体验。

与往年大赛相比，新增了视频板块，设置现阶段热门的
种植养成类游戏形式，通过获得幸福值培育白玉兰树、
同步参与抽奖等环节，让大赛丰富多彩更具吸引力。



“上海之旅”寻找

“知识勋章”

“城市之美”展示

“小康生活”

“劳动之乐”浇灌

“幸福之树”

活动概览-三大主题



参与方式

参与方式：

通过“申工社”公众号，点击底部"工社服务”-

“文化网络赛”菜单进入活动界面

活动载体：“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微信小程序

报名时间：10月22日中午12时起贯穿整个活动（整

个活动期间可随时报名参赛，建议：如果想取得理

想成绩，请在11月11日活动开始前，完成报名）

正式比赛：11月11日12:00—11月30日24:00

活动时间：



报名方式 报名通道： 分为会员与非会员两个通道

报名方式：

• 会员必填信息：姓名、所属工会、工作单

位、手机号码、收件地址

（以光明集团为例：点击所属工会在弹窗内

输入2个关键字以上相关工会显示出来，输入

的文字越详细，定位到您的所属工会更准确）

• 非会员必填信息：姓名、所属街道、手机

号码、收件地址

（非工会会员，可选择单位所在的街道，如

没有工作单位可选择居住地所属街道工会，

选择方法同工会会员选择所属工会）



个人幸运奖

大赛设个人幸运奖，报名成功即可获得250

幸福值，可用于一次抽奖（即增送一次抽

奖机会）

抽得实物或票券奖励的，会在后台【个人

中心-我的奖品】栏目中查看，大赛工作人

员会适时安排免费将奖品快递上门。



签到分享

• 参赛者通过主页及个人中心页的签

到按钮可进入每日签到页，签到后

每日可得5幸福值；

• 通过签到页下方的邀请按钮，可生

成活动专属分享卷轴名信片，参赛

者既可长按保存为图片并转发朋友

圈进行分享传播，也可以直接通过

右上角分享活动链接，每成功分享

一次得20幸福值（每日最多获得100

幸福值）



个人中心
• 任意活动页面点击左上角头像即可进

入【个人中心】页面；

• 每次修改个人信息需提交验证码保存

方完成信息修改；

• 可查看已中奖的实物奖品，幸福值不

纳入奖品列表；每个奖品后面对应奖

品发放状态，如奖品状态为【已发放】

便不能修改对应奖品的收件地址与个

人信息，默认读取最新个人信息数据；

• 审核通过的视频作品可点击标题观看

作品



步数转换、咨询热线

• 大赛每日自动将参赛者前一天的微信

步数按步数/60（不保留小数点取整

进1）的方式转换成幸福值，当日最

高可转换上限100幸福值；

• 在大赛主页右上角均有活动规则介绍

与帮助教程视频；

• 参赛者参赛过程中，如有疑问可在大

赛主页点击【客服】，拨打大赛热线

或技术咨询热线。



• 本单元共设置五个线路随机出题，参赛者每天可选择任意一条与昨日所选不重

复的线路答题，每条线路共设5道常规题+2道挑战题（自愿原则）。常规题答对

一题获得10幸福值，答错系统会给予正确答案显示，但不计分；5道常规题全部

回答正确可额外奖励100幸福值。挑战题答对1题得20分，2题均答对，挑战题幸

福值翻倍共计80幸福值；

• 若常规题答题期间退出答题，系统默认前几题回答无效，并仍可选择其它线路；

• 若挑战题答题期间退出答题，系统将视为放弃今日挑战答题机会。

“上海之旅”单元

学习“四史” 小康生活 上海文化 健康卫生工会工运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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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文化为例：

“上海之旅”单元

1.参赛者选择“上海文化”线路
答题，答完5道常规题将触发建筑
动画，出现如下建筑图：

2.参赛者继续参与挑战题，若挑战题全部答
对将再次触发建筑升级（如下图），挑战题
只答对一题或没有答对将无法触发建筑升级：



“上海之旅”单元

• 累积正确回答30题以上（含30题），获电子荣

誉证书一份。

• 依据本单元参赛者获取的幸福值高低排列“知

识竞答榜”，每天24点刷新本单元排行榜

• 本单元获得“幸福值”也可用于第三单元“劳

动之乐”抽奖，并算做参赛者累计总幸福值。

单项百强奖：

根据答题数量、答题用时及准确率等进行“知识

竞答榜”排名，整个大赛最终前100名荣膺“学习

达人奖”。



比赛流程：

（1） 作品上传：11月11日12:00-11月30日24:00

（2） 专家评审：作品上传全部结束，组委会邀请专

家，根据微视频主题、内容、画面及制作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分

“城市之美”单元

上传作品经后台审核通过后，组委会针对视频作品，邀请专家线下评审综合打分，确定单项百

强名次。部分优秀的微视频作品将由劳动报、劳动观察、申工社微信号等媒体予以刊登展示，

广泛宣传。

单项百强奖：



“城市之美”单元

1.劳动之美：以“致敬最美劳动者”为主题，记录一线

工作者敬业奉献、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勤勉奋进的生

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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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文化繁荣、民生保

障、社会和谐的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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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认同感。

• 作品需紧扣主题、导向正确，传递正能量，事例、画

面贴近工作或生活，突出主旨要求。

拍摄上传的视频内容范围：



视频上传要求：

• 输入15字内、精炼平实的视频作品标题

• 选择手机相册中的视频上传（每人有两次上传作品机

会，两个作品有一个或均未审核通过的情况下，将额

外给予一次上传作品的机会）

• 微视频时长30-60秒；分辨率1080P；格式mp4；视频大

小不超过5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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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之美”单元



“城市之美”单元

作品上传规则及幸福值细则：

• 每个作品通过审核后获得100幸福值，根据作品上传获取

幸福值生成 “作品展示榜”

• 审核通过的视频可在视频展示页搜索查看，后台审核未

通过的视频不能检索到

• 上传的视频可在参赛者的个人中心-我的作品中显示视频

当前状态，通过审核视频可支持播放，未通过的视频将

提示“未达标已撤回”



1.参赛者通过参与线路寻访、知识竞答、微视频等各类项

目，所获得的总幸福值越高，对应获取的抽奖次数越多。

可在此环节通过获取的幸福值完成白玉兰树浇水培育。

2.参赛者通过每次浇水，促进幸福树不断成长并完成抽奖，

奖品分为实物、票券、获得更多幸福值等形式，并可依据

“幸福灌溉榜”排名，获取白玉兰奖。

3.参赛者在网上社交圈分享活动，可获取更多幸福值和抽

奖机会。

“劳动之乐”单元

活动规则：



• 为幸福树浇水助力

幸福树成长升级，

通过升级白玉兰树

会从小树苗长成开

花的大树。

• 每次浇水消耗250幸

福值，仅用于抽奖，

不影响幸福值累积

“劳动之乐”单元特色

浇水同时即可触发

抽奖，并且提示参

赛者完善好自己的

收奖信息，便于活

动后续发奖。



奖品示例

价值150元龙虎健康礼包

价值800元光明礼包

价值338元小小运动馆体验券价值200元纳好奖品

价值199元梦百合-U型枕



“劳动之乐”单元特色

点击赶集可进入市集

园，参赛者可在市集

园中选取任意喜欢的

道具（每购买一个道

具消耗100幸福值），

添加至幸福树界面，

这些道具都伴有动效，

将会在页面中循环运

动，让参赛者的幸福

树更加灵动“与众不

同”。

幸福树界面将会有

白天、夜晚两种形

式，通过贴合参赛

者进入活动的时间，

切换背景增加活动

观感。



“劳动之乐”单元特色

参赛者可将自己培育的幸福树，实时生成专属分享

页进行分享，好友可通过分享页的二维码识别进入此参

赛者的幸福树页面，看到当前参赛者培育与装饰的白玉

兰树整体效果，并为TA点赞，每次点赞，被点赞的参赛

者可获得10幸福值，当日最高可获得100幸福值，同时

也吸引更多的网民被游戏特色的绘画风格吸引，通过点

击立即参与来加入此次大赛活动。



幸福灌溉榜：

线上每日24:00 刷新“幸福灌溉榜”排行，当日累计总幸福值

排名前30的参赛者次日可获取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即250幸

福值）

“幸福灌溉榜” 前100名参赛者，线下颁发“白玉兰奖”

“劳动之乐”单元

（注：本单元的动态排名只是实时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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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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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区局（产业）工会，将结合线

上“工会参与榜”排名情况参与优秀组织奖评选。

本参与榜仅为当日各工会参赛者活跃度动态展示

优秀组织奖



咨询维护服务

参赛咨询：12351                 时间：全天24小时

技术咨询：16621127316      时间：周一至周日 9 : 00—2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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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