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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此操作指南用于指导各活动举办单位在“节水中国 你我同

行”联合行动网络活动专区上进行账号注册、登录、活动填报

等操作。

网络活动专区用户分为两类：普通用户、管理员。其中：

普通用户为任意活动举办单位，可在网络活动专区发布活

动信息。

管理员为水利部机关各司局，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报名的节水宣传联络员，除发布本单位活动信息外，同步负责

对下属单位或辖区内报送的活动进行审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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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通用户操作指南

一、“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联合行动网络活动专区

打开“节水中国” 网站（网址：http://www.waterconse

rving.cn/），点击“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 联合行动宣传图或

标题，进入“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 网络活动专区（http://3

22.waterconserving.cn）。

二、账号注册及登录

1.注册

用户需点击右上角【登录/注册】进行账户注册。

按照要求填写手机号码、邮箱验证码、密码，带有*号标记

的填写项均为必填项，然后点击【立即注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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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

用户在首页点击右上角【登录/注册】按钮，可进入登录页

面，输入账号密码可登录成功。

3.忘记密码

点击登录页的【忘记密码】按钮，可进行找回。正确填写

找回密码所需信息后，点击【提交】，则新密码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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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信息填报

1.完善基本信息

按照要求完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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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信息为归口单位、单位名称、单位地址、昵称、填报

人电话。点击【提交】，可进入活动填报页面。

归口单位/辖区确定后，所填报的活动将由所属单位或省级

水利部门审核管理。

*非水利部机关司局、直属单位和流域机构的管理人员，请

选择【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省（市自治区）】

2.修改基本信息

进入基本信息界面，点击右侧【修改基本信息】进入编辑

页面，重新编辑基本信息后点击【提交】，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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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布活动

方法一：登录成功后，进入活动管理页面，点击【活动发

布】。

方法二：在“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联合行动网络活动专区

首页，点击【活动发布】按钮，进入活动发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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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填报

活动填报需在 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间

填报并提交，超过截止时间后将无法提交活动信息。

首先选择活动类型，可选择线上、线下及线上线下三类，

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填写相应的活动信息，带有*号标记的填写

项均为必填项。上传的活动宣传海报将在网络活动专区作为活

动封面进行宣传展示，建议上传精美图片吸引公众浏览。

点击【活动等级说明】（详情查看附件）查看评级、评分

标准。

【活动填报】页信息填写完毕后，可点击【下一步】继续

补充活动信息；

中途离开页面可点击【保存草稿】，保存已填写信息。

填写完毕后可直接点击【发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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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信息补充

活动发布后，可根据活动进展和动态，补充和更新活动信

息。编辑补充信息后需重新审核发布。

在活动管理界面，进入我的活动。点击“编辑”即可补充

活动信息。

文字录入结束后，选中所有文字并依次点击编辑功能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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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清除格式】和②【自动排版】调整页面，点击【文字校

对】检查无误后，再发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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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管理

方法一：在“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活动首页点击【活

动管理】按钮。

方法二：在活动管理界面，点击【我的活动】。

用户在本页面可以查看本账号已填报的活动及发布状

态等，并可以通过【操作】栏下属功能进行相关操作。

1.编辑

如果用户发现自己发布的活动信息有误，可以点击【 编

辑】进行修改。

注意：

（1）如果活动为“待审核”“初审通过”状态，需等

状态变为“终审通过”“审核未通过”状态才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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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活动审核结果为“不通过”，可重新编辑后

提交审核。

2.删除

删除已发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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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员操作指南

一、“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联合行动网络活动专区

与普通用户相同。

二、账号注册及登录

1.注册

管理员无需注册，使用主办方提供的账号和密码直接登

录即可。

2.登录

（1）用户在首页点击右上角【登录/注册】按钮，可进

入登录页面，选择【管理员登录】，输入账号密码可登录成

功。

3.忘记密码

点击登录页的【忘记密码】按钮，可进行找回。正确填

写找回密码所需信息后，点击【提交】，则新密码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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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信息填报

与普通用户相同。

四、发布活动

与普通用户相同。

五、活动管理

与普通用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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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审核

活动管理员负责对下属单位或辖区报送的活动进行初

审审核管理，初审通过的活动，由活动主办方完成终审审核

并对内容整体把关。

1.活动审核标准

点击【活动等级说明】（详情查看附件）查看评级、评

分标准。以此作为活动审核标准。

2.审核流程

点击活动名称进入活动详情页，参照活动审核标准在

【操作】栏中对该活动进行【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

操作。活动初审通过后，可根据情况予以【撤回】，经过终

审的活动管理员不可再进行任何操作。

3.编辑

若待初审活动有微小错误，可手动编辑更正，帮助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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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快速通过审核，完成发布。

附件：

“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联合行动

活动等级说明

在“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联合行动网络专区发布的活

动分为 A+ （10 分）、A（5 分）、A-（1 分）三个等级，

等级判定规则如下：

A+：1.活动有创意，能够吸引对象群体参与，宣传推广

效果显著，能够为各地各单位提供借鉴经验。2.标题格式正

确，主题突出。3.无错字漏字、无错用和滥用标点的情况，

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能够准确描述活动内容。4.活动宣传

图有创意、美观且符合主题。

A：1.标题格式正确，主题突出。2.文字无错字漏字、

无错用和滥用标点的情况，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能够准确

描述活动内容。3.活动封面和补充图片清晰，主题明确。

A-：1.标题格式错误，主题不明确。2.文字有错字漏字、

错用和滥用标点的情况，活动内容描述不清。3.活动封面和

补充图片不清晰、主题不明确不完整、方向错误等。

若图文内容错误较多，将会不予通过终审，请各位用户

和管理员严格把关图文质量，在“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网

络专区展示质量高、创意佳的节水主题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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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规则：

根据各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等级活动分

数相加得出的总分排名。该排名将作为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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