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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社”章程 

总  则 

第一条：“星空社”是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党委的领导

下，依托研究生部成立的主要由空间中心学生自愿加入组成的非营利性学生

社团。以《仰望星空》杂志、“星海拾贝”等为主要活动形式并定期组织交流

活动，同时不定期组织各类文体活动以丰富研究生的日常生活。 

第二条：“星空社”设立办公室、学习部、编辑部、文体部四个部门。 

第三条：“星空社”旨在丰富空间中心研究生课余文化生活，既为空间中

心学子与老师构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也为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更好的交

流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条：本章程为“星空社”开展活动的主要准则。 

第一章   组织结构 

第五条：办公室 

办公室积极引导“星空社”贯彻和落实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的相关

精神和指示，把握社团发展方向，统筹和协调各部门，并对各部门工作进行

管理和考核，负责召开编委会、日常工作会议以及开展“星空社”对外交流

活动。 

（一）办公室内设主任一名，行政人员若干。办公室实行主任负责制。 

（二）办公室职责： 

1. 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工作； 

2. 负责“星空社”各项规章制度的起草和制定； 

3. 负责“星空社”会议、值班的考勤，并做好相关的记录； 

4. 负责“星空社”财务的管理，及时准确地填写报账记录； 

5. 负责“星空社”各部门档案资料的收集和管理，以及物资使用保管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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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负责杂志所内发行的统筹和安排，以及所外寄送； 

7. 负责“星空社”的组织文化建设，组织和策划各类文体活动，活跃“星

空社”气氛； 

8. 负责“星空社”的各项培训工作； 

9. 负责“星空社”对内外宣传活动的策划及组织； 

10. 负责维护“星空社”主页，及时上传活动照片等。 

 

第六条：学习部 

学习部旨在承办“星空社”各种形式的学习交流的相关活动，增强中心

内部同学的交流同时拓宽同学们视野增强同学们眼界。 

（一）学习部设主任一名，成员若干。 

（二）学习部职责： 

1. 配合办公室主任安排； 

2. 收集中心同学的意向，有的放矢联系优秀人才进行学术报告； 

3. 联系研究生部老师，由他们推荐优秀人才为中心同学做学术报告； 

4. 组织一年两度的学习经验交流会； 

5. 组织就业指导交流会； 

6. 负责研究生书吧的图书管理及借阅。 

 

第七条：编辑部 

    编辑部旨在组织编辑刊物《仰望星空》，收集稿件、编辑稿件、印刷，并

将成刊送至空间中心同学、老师以及其他研究所。 

（一）编辑部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编辑若干。编辑部实行主任负

责制。 

（二）编辑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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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部主任： 

（1）完成办公室主任安排的各项任务； 

（2）制定期刊编辑计划，并组织实施； 

（3）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定期组织人员审核杂志

质量，及时总结，提出改进措施； 

（4）负责安排编辑审核工作，协调编辑人员之间的分工和配合； 

（5）配合办公室对编辑部人员进行文字编辑、图片编辑等相关培训，不

断提高人员业务水平； 

（6）严格检查编辑部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2. 编辑部副主任： 

协助编辑部主任开展工作。在编辑部主任不能履行职责时，代其履行相

应职责。 

3. 编辑： 

（1）在编辑部主任的领导下，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编辑水平，做好

编辑的各项工作； 

（2）负责对文稿认真审选，决定送审和退稿，并提出退稿理由，在不改

变作者观点的前提下，细致加工，确保刊用文稿的质量； 

（3）参与对原始稿件进行评级； 

（4）每篇文章安排两个责任编辑，对于修改的内容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

以确保修改内容的准确性，责任编辑对文稿负直接责任； 

（5）收集并及时讨论和处理读者来稿，作者、读者意见和反馈信息； 

（6）掌握编辑业务，不断提高编辑水平、文字能力、相关专业技能； 

（7）完成编辑中心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文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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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部旨在组织各类文艺体育类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中心内部

成员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中心与其他研究所之间的交流。 

（三）文体部设主任一名，成员若干。 

（四）文体部职责： 

1. 每月组织一次体育竞技活动，如羽毛球赛、乒乓球赛、篮球赛、保龄

球赛等； 

2. 每周三晚组织一次电影观看活动，丰富中心成员业余生活； 

3. 组织每年元旦晚会，所内师生大联欢； 

4. 组织其他文体类活动，如趣味运动会、爬山活动等； 

5. 组织新成员招聘活动。 

  

第二章   成员管理 

第九条：成员聘用条件 

1. 凡是我校全日制在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均可自愿申请

加入“星空社”； 

2. 兴趣广泛，热爱科学文化事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不断努力提升

自我； 

3. 工作积极，认真细致，严谨踏实，富有责任感； 

4. 富有团队精神，可以与其他成员和睦相处； 

5. 具有平面设计、多媒体制作、编辑等方面特长的同学优先考虑。 

第十条：成员进出机制 

（一）成员招聘流程 

1. 文体部制定招新计划，进行招新宣传工作； 

2. 办公室主任及各部门负责人设计面试题目； 

3. 收取简历进行初步筛选，确定进入面试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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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审核者成为“星空社”社员。 

（二）成员退出 

成员无故缺席会议两次以及发生下列情况时，“星空社”将召开会议，讨

论是否对其做出清退决定。 

1. 成员责定的出版文章中出现极大影响杂志的质量和声誉的严重错误： 

2. 成员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 

3. 成员有严重损害社团形象行为。 

第十一条：成员权利义务 

（一）成员权利 

“星空社”成员均拥有以下权利： 

1．期末评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组织做出的清退决定不服提出申诉； 

3. 参加由“星空社”组织的培训、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的权利； 

4. 参加“星空社”组织的其它活动的权利。 

（二）成员义务 

“星空社”成员均应履行以下义务： 

1. 严格遵守“星空社”章程； 

2. 自觉维护“星空社”声誉； 

3. 为“星空社”组织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 

4. 按时参加“星空社”组织的会议、培训等活动。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十二条：活动策划 

（一）由文体部召开讨论会，确定活动主题并编写活动策划书； 

（二）办公室对申请活动进行审批，对活动的可行性及预期效果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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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三）由文体部牵头，其它部门配合开展相关活动。 

 

第十三条：杂志策划 

（一）编辑部主任召集召开编委会会议，讨论确定本期杂志主题； 

（二）各部门负责人召集召开本部门会议，传达编委会会议精神，收集

整理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三）编委会根据成员提议，及时制定出本期杂志策划和工作人员安排

表。 

（四）编辑中心负责人接到稿件上传通知后，须及时给每篇稿件安排两

名责任编辑，如稿件明显存在以下问题执行退稿或其它操作： 

（1）稿件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稿件不符合本期主题； 

（3）稿件有剽窃他人成果等情况； 

（4）稿件的作者、编者信息不完整； 

（5）稿件格式严重不符合标准。 

（五） 通过审核的稿件，由两名责任编辑继续对其进行编辑；未通过编

辑中心审核的稿件，做退稿处理； 

（六）发行 

（1）编辑部制定具体发行计划； 

（2）编辑部负责组织实施发行计划。 

（七）编辑部主任召集所有成员对本期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第四章   会议制度 

第十四条：会议纪律 

（一）成员如果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集体会议，必须提前向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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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情况，得到批准后方可缺席会议，否则按旷到处理； 

（二）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务必遵守会议纪律，不随便讲话，保持会场

的安静，认真听取会议讲话内容，记录会议要点，积极参与讨论； 

（三）散会后，注意保持会场的清洁； 

（四）无故旷到两次者做清退处理。 

第十五条：例会制度 

（一）办公室于每两周的周四中午 12：40—13：40召开例会； 

（二）例会由办公室主任主持，具体内容为安排未来两周工作、各部门成

员分享心得体会和相互交流学习； 

（三）全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会议纪律要求。 

 

第五章   值班制度 

第十六条：值班安排 

（一）参加“星空社”值班的人员为“星空社”全体成员； 

（二）值班时间为每周周四 18:30-19:00。 

第十七条：值班注意事项 

（一）值班人员必须按照《值班表》准时到办公室值班。如有不能准时

或不能到场的，必须提前向办公室主任请假，待批准后方可自行安排时间。

如临时有事不能值班，征得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可与其他成员调班； 

（二）无故不参加值班两次做清退处理； 

（三）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务必在《签到表》上签到。 

第十八条：值班纪律要求 

（一）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须佩戴好工作证，保持办公桌的整洁； 

（二）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务必礼貌待人、与办公室其他同学以及老师

和睦相处，积极主动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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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培训制度 

第十九条：编辑部培训 

（一）负责人在每期杂志发行后，务必及时总结编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及时与本部门成员沟通交流，采纳、搜集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

例会和每期杂志总结会上反馈给每一位成员，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出现重复

的问题。 

（二）编辑部各成员在学期末认真总结本学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应该

注意的重点，并制作成 PPT，在新学期开始时对新成员进行系统培训。 

第二十条：其它培训 

各部门不定期组织培训活动，所有“星空社”成员均可参加学习。 

 

第七章   奖励制度 

第二十一条：学期考评 

每学期末针对成员的表现进行考评。 

第二十二条：考评方式 

（一）每个部门推荐 3-5名成员，提交全体成员大会进行讨论、投票。 

（二）投票结果上报研究生部进行最终审批、确认名单。 

 

第八章   财务制度 

第二十三条：报账原则 

所报账目必须属于日常工作开支，或与日常工作有关的开支。 

第二十四条：报账流程 

（一）递交所需报账的票据，并在需要报账的票据背面写明具体票据的

发生时间、事件、原由以及经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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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财务人员处填写费用报销单和原始凭证粘贴单，之后连同报账

票据一同交予财务人员。 

（三）所报账目经编辑部主管老师审批后，报账人可在下次报账时领取

所报现金。 

（四）领取到现金后在“金额领取单”上签字，完成报账。 

第二十五条：报账时间 

报账时间为每周例会，如要在其他时间报账须提前联系财务人员。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经“星空社”全体会议修正、研究通过，自 2011 年

3月 1日起颁布实行；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星空社”所有； 

第二十八条 如有修改，须经全体会议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