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细则

（试行） 

    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41 号）和《中国海洋大学本科学生素质综合测评

方法》等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测评内容 

（一）学生素质综合测评 

1、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由思想政治素质测评、科学文化 

素质测评、发展性素质测评三项组成，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

自评与他评结合的方法评定。  

2、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及各单项测评结果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优秀”等级的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35％。60分以下为“不合格”。 

3、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成绩由思想政治素质测评成绩、

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成绩、发展性素质测评成绩三项加总得

出。计算公式为： 

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成绩=思想政治素质测评成绩×

15%+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成绩×70%+发展性素质测评成绩×

15%。 

 

（二）思想政治素质测评 



思想政治素质测评包括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两个方面。

计算公式为：思想政治素质分数=评议分+加分-扣分。 

1、评议分： 

学生与班主任根据以上具体内容，进行量化打分。满分

各为 100 分。结束后核算最后得分时，需去掉 3-5 个最高分，

去掉 3-5 个最低分。评议分中学生评议占 60％；教师评议分

占 20％；宿舍卫生成绩占 20%。即： 

评议分=学生评议平均分×60%+班主任、辅导员评议分

×20%+宿舍卫生成绩×20% 

备注：宿舍卫生成绩由院团委提供。 

2、加分可参考以下标准： 

（1）集体评优加分：在测评年度内，获得校（市）级、

省级、国家级最高级别集体荣誉称号的主要负责人（原则上

不超过 3 人）加 4、6、10 分；获得校（市）级、省级、国

家级普通级别集体荣誉称号的主要负责人（原则上不超过 3

人）加 2、4、8分；其他有突出贡献者，酌情加 1-3 分。 

（2）个人评优加分：在测评年度内，获得校（市）级、

省级、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个人酌情加 1-10 分。具体参考以

下标准： 

被评为校级团的活动积极分子者加 1 分，校级杰出青年

志愿者加 3分； 

被评为校级优秀学习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五四青年奖

章者加 5 分； 

被评为校（市）级、省级、国家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等荣誉称号者分别加 2、5、10

分； 

被评为校（市）级、省级、国家级优秀青年志愿者加 1.5、



3、5分；其他专项工作的优秀志愿者，酌情加 1-5 分。 

（3）因好人好事等优良道德品质，获得院、校（市）、

省级、国家通报表扬、表彰、选树典型的，酌情加 1-8分。 

（4）在大型集体活动中遵纪守法，积极踊跃，展现集

体和个人良好形象的，酌情加 1-2 分。其中，校运会全勤参

与的看台观众加 1 分。 

3、扣分分可参考以下标准： 

（1）无故不参加校院集体活动者，扣 2-5 分； 

（2）有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受学院通报批评者，扣

10 分。 

（3）诚信程度差，无故不缴学费或有违约、欺诈行为

者，扣 5-10 分。 

（4）未请假无故离校、失联者，视情节扣 5-10分。 

（5）无故未履行学院晚点名、早签到制度的学生干部，

视情节扣 5-10分；造成严重后果的，视情节扣 20-25 分。 

（6）在校期间违反宿舍纪律，如使用违章电器、留宿

外人、私自出租宿舍床位者，扣 15 分。 

（7）受纪律处分者：警告扣 15分；严重警告扣 20分；

记过扣 45分；留校察看扣 60 分；党团纪律处分参照扣分。

受治安处罚者，视情节扣 60 分。同一事由者，扣分按最高

分计、不重复扣分。 

 

（三）科学文化素质测评 

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成绩由测评学年学生学业成绩量化

计算得出。计算公式为：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成绩=平均学分

绩+加分。 

1、平均学分绩=Σ(i 科成绩× i 科学分)/Σ（i 科学分） 



注： 

（1）计算平均学分绩的课程包括学生当学年所选的全

部必修课与限选课。 

（2）当学年课程所获得学分及成绩只能在当学年使用，

重修课程获得的学分不计入；采用二级制记分的课程，合格

＝85 分。 

2、加分可参考以下标准： 

当学年中每一学期获得学分（不含任选课）不少于 12

分者，对获得的必修课与限选课的学分以每学分 0.1 计算进

行加分。 

 

（四）发展性素质测评 

发展性素质测评包括身心素养、社会工作、实践活动、

创新创业活动四个方面。计算公式为：发展性素质测评成绩

=身心素养测评成绩×30%+社会工作测评成绩×15%+实践

活动测评成绩×30%+创新创业活动测评成绩×25%。四个方

面测评成绩最高分均为 100 分，若单项累计得分超过 100 分

按 100 分计算。 

1、身心素养测评 

身心素养测评主要包括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习惯、学生

个人（宿舍）卫生、生活习惯、健康状况、心理素质等方面。

计算公式为：身心素养测评成绩=体质测试分数（或体育课

成绩）×1/3+评议分×1/3+宿舍卫生成绩×1/3+加分-扣分。 

注：如班内个别学生无体质测试分数或体育课成绩，则

按照班内其他学生体质测试分数或体育课成绩的平均分计

算；如全班均无体质测试分数或体育课成绩，身心素养测评

成绩=评议分×50%+宿舍卫生成绩×50%+加分-扣分。 



（1）评议分=学生评议平均分×70%+班主任、辅导员评

议分×30% 

（2）加分可参考以下标准： 

A.在市级以上体育比赛中获前 6名者，按名次分别加 18、

15、12、9、6、3分；校级体育比赛获前 6 名者，分别加 12、

9、6、3、2、1分。 

注：以团队参赛的，按照以下公式测算： 

团队成员加分总分≤相应个人赛加分标准×单场上场

队员人数；团队个人加分由团队根据实际情况由成员们商议

决定。 

B.在测评学年内，学生在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习惯、学

生个人（宿舍）卫生、生活习惯、健康状况及心理素质等方

面表现突出者，给予适当加分。 

C.在学院组织的集体体育活动中表现突出，参加学院健

美操队、篮球队、足球队等，积极参加学院夜跑、联合运动

会等活动，展现学院良好风貌或获得表彰奖励的，酌情加 1～

8 分。 

D.校运会全勤参与的看台观众加 2 分。 

E.在测评学年内，宿舍卫生成绩均为满分的，宿舍全体

成员各加 10 分。 

（3）扣分可参考以下标准： 

A.无故不参加学校组织的群体性体育活动者扣 5～15

分。 

B.在测评学年内，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习惯、生活

习惯、健康状况及心理素质等方面表现不佳者，给予适当扣

分。 

C.在校期间违反宿舍纪律，如使用违章电器、留宿外人、



私自出租宿舍床位者，每次扣 20 分。 

 

2、社会工作测评 

社会工作测评包括干部履职评议、集体社会工作和个人

社会工作三个方面。计算公式为：社会工作测评成绩=干部

履职评议分+集体社会工作加分+个人社会工作加分。 

（1）干部履职评议分=加分上限×工作完成度（由学生

干部加分评定部门给出）。 

A.任职满一年，加分参考以下加分上限。任职半年酌情

减半，半年以下不加分。 

校学生主席、常务副主席及以上学生干部上限为 80 分。 

校学生会副主席、校级社团及其他在册学生组织负责

人、院学生会主席、新闻中心主任、班长、党团支书及以上

学生干部上限为 60 分。 

院学生会副主席、新闻中心副主任、校级分社及院级社

团负责人及以上学生干部上限为 40 分。 

其他一般学生干部加分上限为 20 分。 

干部兼职，加分以最高分计、不能叠加。  

学生干部加分评定部门：校级学生干部由团委和学生工

作处评定；院级学生干部由同级院党团组织评定；班级学生

干部由班主任和院级党团组织共同评定。 

B.各班班干部在对班级同学进行工作述职，对一学年的

工作进行总结陈述，然后由全体学生进行打分评议。学生评

议分占 50%，班主任打分占 30%，签到率占 20%。签到率分

数按照以下公式进行测算： 

班级干部签到率总分=年度签到率（%）×（班级干部加

分上限）； 



班级干部签到率个人得分由班委会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商议决定。 

C.院级学生社团干部评议 

主席团成员：加分=内部评议×50%+院团委评议×50% 

其他成员：加分=内部评议×50%+主席团评议×50% 

（2）集体评议加分：在测评年度内，获得校（市）级、

省级、国家级最高级别集体荣誉称号（如：红旗团支部、先

进党支部、先进班集体标兵、标兵分会等）的主要负责人（一

般不超过 5 人）加 35、55、80 分；集体成员分别加 20、35、

55 分；获得校（市）级、省级、国家级普通级别集体荣誉称

号（如：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优秀分会等）的主要负

责人（一般不超过 5 人）加 20、35、55 分，集体成员分别

加 7、20、35 分。获评校级雷锋团支部按照校级先进团支部

加分的 50%进行加分。 

注：获奖集体需隶属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或所属领导

的党团支部、班级、学生会、社团及其他学生组织。本项以

最高分计、不能叠加。 

（3）个人评优加分：在测评年度内，获得校（市）级、

省级、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个人酌情加分。具体参考以下标准： 

被评为校（市）级、省级、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团干部等荣誉称号者分别加 13、35、65 分； 

其他在国家正式机构注册认可的非盈利组织担任职务，

展现优秀环科学子风采并获得先进个人等荣誉者，酌情加

5-25 分。 

 

3、实践活动测评 

实践活动测评成绩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公



益活动、文体活动、对外交流等加分之和。 

（1）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获奖者，或在校级以上学习或

文化知识竞赛活动中获奖者加分： 

校（市）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15、10、6、3

分； 

省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30、18、12、6 分； 

国家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60、36、18、9 分。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表现突出者，加 1～8 分。 

注：同一作品以所获最高分计。 

（2）积极参加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并获奖者，按获奖

级别及等次，参照第（1）条加分。 

（3）积极向正式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投稿，稿件

在千字以上并被采用者，按刊物级别，校、市、省、国家级

每篇加 5～30 分。积极向学院网站、官方微信投稿，稿件被

采用者每篇加 3 分，图片被采用者每篇加 1.5 分。 

（4）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努力掌握非教学计划所要求

的一技之能（以国家承认有效证书为据）者，每项技能加 3～

20 分。 

（5）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有国内合法机构及所属

单位提供有效工时认定者，每 10 个工时加 5 分。10 个工时

以下不加分。 

（6）其它情况酌情加分。 

 

4、创新创业活动测评 

创新创业活动测评成绩为参加学科类科技竞赛、课外学

术竞赛、发表专业类文章著作、发明专利、参加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创新创业类实践活动等加分之和。 



（1）积极参加“创青春”、挑战杯系列竞赛获奖者加分： 

校（市）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60、40、20、12

分； 

省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80、60、40、20 分； 

国家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100、80、60、30 分。 

积极参加活动表现突出者，加 5～15 分。 

注：同一作品以所获最高分计。团队作品的主要负责人

（1 人）按以上分数加分，主要贡献人（原则上）其他成员

加分减半。 

（2）积极参加其他学科类科技竞赛、课外学术竞赛和

创新创业实践竞赛获奖者加分： 

校（市）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40、30、15、5

分； 

省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60、40、25、15 分； 

国家级特、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80、60、40、20 分。 

积极参加活动表现突出者，加 1～10 分。 

注：同一作品以所获最高分计。团队作品的主要负责人

（原则上不超过 3 人）按以上分数加分，其他成员加分减半。 

（3）学术成果加分标准如下：  
 

国际Ⅰ/Ⅱ

区学术论

文（SCI） 

国际期刊论

文（SCI，EI） 

国内期刊论

文（SCI，

EI）、发明专

利 

中文核心期

刊（学校认

可的） 

中文核心期刊

（其他）、实用

新型专利、软件

著作权、国际会

议论文（外文） 

中文期刊、

外观设计

专利、国内

会议论文 

1 100 100 100 80 40 20 

2 100 80 60 40 30 12 

3 80 60 40 30 15 5 

作者 

顺序 

刊物 

类别 



注： 

A. 论文参考《中科院 SCI期刊分区表》，论文需有录用

通知；专利需有授权书；软件著作权要有软件著作证书。第

四位及以后作者和没有录用通知的成果不计分，论文署名作

者顺序以实际文章印刷排版排名为准； 

B. 学术成果须属于本学科领域并以中国海洋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申请人为第一作者发表； 

C. 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或共同一作按第一作

者加分； 

D. 列入计分的专利必须是已经授权的专利； 

E. 同一成果只能加分一次，不得重复使用； 

F. 文章接收时间自入学时起至素质综合测评时间为

止，具体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 

G.被市级及以上领导机关采用的调查报告（3000 字以

上）可参考学术论文加分标准予以加分。 

（4）学术活动加分：参与学术会议加分如下表： 

级别 汇报 展板 参会 

国际会议 100 50 20 

国内国际会议 60 30 12 

国内会议 30 15 5 

其他重要学术活动及获奖情况由学生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5）其它情况酌情加分。 

 

二、测评机构与程序 

（一）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审核监督

本单位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工作，处理测评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 

（二）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以班级为基本单位组织进行，

以民主评议与加分自主申报的方式开展。 

（三）为保证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各班需成立测

评工作小组，负责成绩计算、材料审核与上报工作。班主任

为组长，班长为副组长，成员应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人数

不少于 10人，原则上每个宿舍应至少包含一名学生。 

（三）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民主评议以班级为单位开展，

由班主任主持。评议开始时，学生按学号顺序先后向全班学

生陈述本学年个人思想、身心以及实践三方面情况，每人陈

述的时间应控制在 3—5分钟。 

（四）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各项加分实施自主申报制，学

生根据本学年的实际情况，申请相应分数，最后由测评工作

小组进行审核，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复核。 

（五）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结果应在班内、院内分别公示，

公示期不少于 3-5 个工作日。 

（六）学生对素质综合测评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

内向测评工作小组、学院领导小组提出异议申请，领导小组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作出处理、给予答复。 

（七）本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由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