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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志愿”供需服务平台“青年云支教”

专区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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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词解释
(1) 团组织/个人：指有求助需求的团组织或个人。

(2) 志愿服务组织：指提供服务的组织，这些组织是在民政部门备案

的志愿服务组织或由已备案组织背书的志愿服务团体。

(3) 需求信息：指的是由团组织/个人发布的需求信息，志愿服务组织

认领后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初始需求：指的是由个人初步提交给团组织的求助需求信息，这

类需求信息分为普通需求和青年云支教专题需求。团组织对这类

需求采纳后即将转为正式需求，公布在供需服务平台，交由志愿

服务组织认领对接。

(5) 认领：志愿服务组织认领及对接需求信息，在 i 志愿平台开展相

应的志愿服务活动。

(6) 认领状态：

1 待确认/申请认领中：志愿服务组织申请认领团组织发布的需

求，等待团组织的核实确认的状态。

2 认领成功：认领申请被团组织同意，则为认领成功，接下来可

发布志愿服务活动与之对接。

3 认领失败：认领申请被团组织退回，则为认领失败。

4 撤销认领：由志愿服务组织主动提出撤销认领

5 待评分：认领成功后，志愿服务组织和团组织需为对方评分，

还未进行评分则为待评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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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待认领：团组织发布的求助需求信息还未有任何志愿服务组织

认领，此时为待认领状态。

2.个人用户如何使用青年云支教？
2.1.登陆

1、通过微信公众号“i 志愿”或微信“支付-城市服务-搜索‘广东省

志愿者服务’”，进入 i 志愿移动端主页。（若个人不方便发布需求

的，可由团组织线下整理发布，请直接从团组织发布需求章节开始阅

读。）

首次登陆时，请选择一号通登录，如果没账号可根据提示注册一

号通账号。如您以前注册过一号通或志愿者，但想不起来登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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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登陆页面选择忘记密码找回密码后登陆。登陆成功后会自动跳转

到“个人中心”页面，点击底部【返回首页】按钮即可。

2.2.发布青年云支教需求

请点击主页顶部的“志愿服务青年云支教专区”图片，根据页面提

示填写完成资料后即可发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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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所在组织一栏，请搜索并选择您需要发起求助的团组织

名称，如居住所在地的团组织、在读学校团组织或所在单位团组织等。

2.联系人手机号请务必填写当前您所使用的真实手机号，发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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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后，团组织将通过电话进一步向您核实信息。

3.所需辅导课程一栏，最多选择三项需要通过青年云支教辅导的

课程，并输入上学期的考试分数。

4.其他课程一栏，请勾选不超过三项学生感兴趣的课程内容。

普通需求和青年云支教需求发布成功后都会出现这个界面

2.3.管理“我的”（个人中心）页面

个人账号，进入“我的”，查看我提交的求助需求及我收藏的需求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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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查看我的求助

在我的需求求助详情页面，可以查看我发起的求助的处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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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查看我的收藏

您收藏的记录，点击【我的收藏】进入收藏列表，在收藏列表可

进行查看或取消收藏操作。

3.团组织如何使用青年云支教功能？
3.1.入口

通过微信公众号“i 志愿”或微信“支付-城市服务-搜索‘广东省志

愿者服务’”，进入 i 志愿移动端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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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系统组织/团体登录，账号为广东智慧团建系统的团组织账号，

初始密码为 000000，登录后将自动进入本组织的个人中心页面，点

击按钮【返回首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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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首页

点击【我有需求】进入后的首页可以查看团组织发布的需求信息，

志愿服务组织认领的需求信息，志愿服务组织介绍等。注意：个人发

布的初始需求需待团组织采纳转化为正式需求后，才会在主页显示。

3.3.团组织如何发布需求？

团组织的职能：团组织应收集核实个人用户向本团组织发起的求

助需求，归类后在平台发布正式的志愿服务需求，并等待志愿服务组

织认领。团组织同意认领后，此需求将会被转化为志愿服务活动，通

过招募的志愿者完成需求中的有关服务，完成个人求助的目的。形成

“你有求助，我来帮助”的闭环流程。

使用团组织账号点击【我有需求】进去首页后，团组织进入【我

的】进入团组织中心页面，点击【初始需求】查看个人用户向本组织

发起的需求求助内容，团组织可分别对它们进行“采用”或“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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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或“待采用”的初始需求可后续发布正式需求时被选中。

团组织对初始需求进行受理后，返回供需服务平台首页，点击底



12

部按钮【发布】，根据页面提示内容填写表单，发布一个正式需求。



13

注意：1.关联的求助需求一栏，团组织可选择与该正式需求相关

的初始需求，这些初始需求是个人用户登录后发布的。由于农村地区

学生使用手机网络提交个人需求可能存在不便，首批确定由团组织线

下统一收集好学生的需求，无需关联在线发布的求助需求，直接发起

一个正式需求即可。

例如，某村团组织通过线下收集到村里有 5 位小学生需要补习数

学课程、有 9 位小学生需要补习英语课程。那么该村团组织登录平台

后，分别发起一个招募 5 位数学老师的需求以及一个招募 9 位英语老

师的需求即可。无需再次关联线上的个人初始需求。

2.为方便联系，在团组织负责人手机号码一栏，请填写真实日常

联系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在团组织同意志愿服务组织认领前，将

不被展示。



14

3.4.我的

点击【我有需求】后，进入团组织账号的【我的】页面，可见待

办项（包括待确认、待认领、待评分）、我的发布、初始需求、组织

信息管理、我的积分、我的收藏功能。

3.4.1. 待办项

待确认：志愿服务组织认领您所在组织发布的需求后，将展示在

该列表，您所在的组织需要同意或退回这些组织发起的认领申请。

待认领：展示当前团组织发布后，但尚未被志愿服务组织认领的

需求。

待评分：需求被认领后，团组织可以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服务过程

进行评分评价。在这里能够找到待评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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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我的发布

当前登录的团组织账号发布的所有需求信息将被展示在这里，点

击某一条需求进入详情页面，可见查看该需求的处理进度及其他信

息。

3.4.3. 初始需求

使用团组织账号登录进去首页后，团组织进入【我的】进入团组

织中心页面，点击【初始需求】查看个人用户向本组织发起的需求求

助内容，团组织可分别对它们进行“采用”或“不采用”。“采用”或“待采

用”的初始需求可后续发布正式需求时被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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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组织信息管理

当前团组织登录账号的组织信息管理，非必填项。

3.4.5. 我的积分

当前登录团账号组织获得的积分情况，根据被评价情况获得相应

积分。

3.4.6. 我的收藏

当前团组织登录账号的收藏的记录，点击【我的收藏】进入收藏

列表，查看或取消收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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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志愿服务组织如何认领青年云支教需

求？
4.1.入口

通过微信公众号“i 志愿”或微信“支付-城市服务-搜索‘广东省志

愿者服务’”，进入 i 志愿移动端主页。

在 i 志愿移动端主页点击【认领求助】，通过本系统组织/团体登录，

使用已在平台注册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的账号密码登录，登录后将自

动进入本组织的个人中心页面，点击按钮【返回首页】即可。首次进

入供需服务平台的志愿服务组织需完善相应的组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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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首页

首页展示的数据为供需平台截止至昨日的需求数及认领数。

首页可以查看团组织发布的需求信息，志愿服务组织认领的需求

信息，志愿服务组织介绍等。注意：个人发布的初始需求需待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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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转化为正式需求后，才会在主页显示。

4.3.志愿服务组织完善信息

志愿服务组织首次进入供需服务平台的志愿服务组织需完善相应

的组织资料。也可以在主页底部第二个按钮【完善信息】进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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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志愿服务组织认领需求

志愿服务组织在需求信息列表中，找到适合认领的需求后，点击

查看详情。核实确认所在的组织有能力为该需求组织招募志愿者、提

供相应的志愿服务时，点击右下角我要认领按钮，并等待需求发起的

团组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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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认领成功后要做的事情

志愿服务组织提出的认领申请被接受后，志愿服务组织就要开始

通过发布志愿活动，组织招募志愿者对团组织的需求进行服务了。

虽然所有流程都是线上完成的，此时仍建议通过电话等方式，确

认具体的细节后发布招募志愿者的活动。需求团组织确认同意您的认

领后，在认领信息中的需求组织页面，可查看到需求团组织的联系手

机号及固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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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服务细节后，开始按要求发布活动。以下是发布志愿服务活

动的流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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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发布成功后，志愿者选择相应活动报名即可。

4.6.我的

点击【认领求助】后，进入志愿服务组织账号的【我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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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待办项（包括待确认、待评分）、我的申请、我的积分、我的收

藏功能。

4.6.1. 我的申请

当前登录的志愿服务组织账号发起申请认领的所有信息，进入后

可点击某一条申请，查看具体处理流程、有关信息、对它评分和发布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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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我的积分

当前登录账号获得的积分情况，根据被评价情况获得相应积分。

4.6.3. 我的收藏

当前组织登录账号的收藏的记录，点击【我的收藏】进入收藏列

表，查看或取消收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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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系统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咨询团省委以下工作人员：

赵文意（省青少年大数据及新媒体中心），020-37639214

张敏（青年发展部），020—87195622

高振元（学校部），020—871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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