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为做好我院 2016 级、2017 级、2018 级国家计划招生的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的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根据安徽农业大学《关于开展 2017－2018学年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及相关要求，结合学院的实际，特制订本评

审细则。 

1. 基本原则：以学院学生综合评价的结果为基础，优先推荐平均绩点高、英语成绩好、

科研潜力大的学生。有过考试作弊等不良记录（已备案）以及受过学校、学院纪律处分的学生，

取消奖学金评定资格。参评一等、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 2016 级、2017 级硕士研究生原则上

要求课程成绩无不及格记录或补考、重考现象，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一、二等

奖学分绩点排名原则上分别不低于本专业前 50%（学位课英语以综合成绩为准）。其中评定

等级及名额分配如表一和表二。由于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同时推荐，根据兼顾公平原则,

参评者如被确定为国家奖学金，在学业奖学金中将直接推荐为四等学业奖学金。 

   2. 奖学金等级、奖励额度和评定比例： 

表一  16 级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等级及名额分配表 

序号 奖学金等级 
奖励额度 

（元/人） 

评定比例 

（按一级学科） 
总计（76人） 

1 一等奖 12000 ≦10% 8 

2 二等奖 9000 ≦20% 15 

3 三等奖 6000 ≦40% 30 

4 四等奖 4000 ≦30% 23 

表二  17 级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等级及名额分配表 

序号 奖学金等级 
奖励额度 

（元/人） 

评定比例 

（按一级学科） 
总计（95人） 

1 一等奖 12000 ≦10% 10 

2 二等奖 9000 ≦20% 19 

3 三等奖 6000 ≦40% 38 

4 四等奖 4000 ≦30% 28 



 

 

3. 评定细则：学院采取综合测评成绩得分的评价方法，按照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定奖学金

等级候选人。综合测评成绩分数由政治思想和品德修养、学习成绩、大学英语六级分数、参加

各类比赛、活动及其他获奖情况、发表论文与科研成果五项组成。政治思想和品德修养项占

10%，学习成绩项占 2016 级 25%（2017 级 45%），大学英语六级项占 10%，参加各类比赛、活

动及其他获奖情况 10%，发表论文与科研成果 2016 级 45%（2017 级 25%），综合测评成绩满

分为 100 分。具体计分细则如下： 

项目 类别 得分 备注 

政治思想、品德

修养及综合测评 

(10 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
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纪守法，关心集体，
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尊
敬师长，能积极要求进

步。 

（班主任 3 分
和导师 7 分，
分别填写） 

若有下列情况之一，基本素质测评

（D）为不合格。 

1、违反法律法规，已经受到司法部

门或公安机关处罚者； 

2、违反校纪校规受处分者； 

3、未按导师要求参加学术讲座和科

技活动者； 

4、言行不当，给学校或集体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者； 

课程学习成绩 

（16 级占 25 分，
17 级占 45 分） 

学习成绩=平均学分绩点×

（16 级硕士生 5，17 级硕士

生 9） 

平均学分绩点＝∑(学分×绩

点)／∑学分 

绩点＝（成绩－60）×0.1＋
1 

学生成绩单 培养方案内课程 

英语国家六级 

统考成绩 

（10 分） 

大学英语六级 425 以上 10 分  

大学英语六级 381-424

分 
6分 

大学英语六级 350-380

分 
4分 

参加各类学术科

研类比赛、活动

获奖情况 

（10 分） 

国家级奖项一、二、三、优

秀奖排名 

分别为 10、8、5、

3分 

1、2016～2017 学年研究生奖学金

测评已经使用过的成果在 2017～

2018学年奖学金评审时不得再次使

用； 

2、申请的专利在本次奖学金申请中

计分了，若在下一学年授权，则在

下一学年的奖学金申请时将从专利

授权分值中减去今年的分值进行计

算。 

省级奖项一、二、三、优秀

奖排名 

分别为 8、5、3、

2分 

地市级、厅级、校级奖项一、

二、三、优秀奖排名 

分别为 5、3、2、

1分 



 

 

发表论文与 

科研成果 

（16 级占 45 分，

17 级占 25 分) 

国家发明专利及品种认定 

（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 

（取前 3名） 

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一 15，二 10，

三 5）；申请国

家专利（一 5，

二 3，三 1）。 

3、发表的论文若是以接受函形式在

本次奖学金申请中计分了（需有交

费通知），且在下一学年公开发表

了，则此论文在下一学年的奖学金

申请时不计分。 

科 

研 

论 

文 

SCI 一区且 IF>10 35 分/篇 二作 20，三作 10，四作 6，五作 3 

SCI 一区 20 分/篇 二作 12，三作 8，四作 4 

SCI 二区 15 分/篇 二作 10，三作 5 

SCI 三区 10 分/篇 二作 6 

SCI 四区 2 分/篇 只一作加分 

中文 IF>1.5 8 分/篇 二作 4分 

成

果

类 

省级 10 分/项 第二 8，第三 5 

省部级 

一等奖 30 分/项 第二 20，第三 15，第四 10，第五 5 

二等奖 20 分/项 第二 15，第三 10，第四 8，第五 3 

三等奖 10 分/项 第二 8，第三 6，第四 4，第五 2 

学

术

会

议 

国际会议提交论文或

摘要被收集 

8 分/篇(境外) 
需提供论文集（导师签字确认） 

5 分/篇(境内) 

国际会议应邀做国际

会议报告 

14 分/报告者(境

外) 需正式通知或邀请资料（导师签字

确认） 
8分/报告者(境内) 

国内会议提交论文或

摘要被收集 
2 分/篇 需提供论文集（导师签字确认） 

国内会议应邀做大会

报告 
5 分/报告者 

需正式通知或邀请资料（导师签字

确认） 

注： 1. 科研成果，参加各类比赛活动获奖的认定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31 日，为

一个评奖周期，第一作者单位必须为安徽农业大学； 

     2.同一课题的学术奖励以最高分计，不重复计分； 

     3.论文需提供图书馆的检索报告； 

     4.在综合测评中弄虚作假，虚报成绩和成果者，直接取消评比资格； 

     5.各项加分项满分后不再累加，未尽事宜由院评定小组认定。 

 

2018级硕、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由研究生处按照《安徽农业大学 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安徽农业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调剂激励措施公告》相关条件评定，无需学生



 

 

申请。 

2016级和 2017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照“个人申报、导师推荐、学院评审、研究生学院

审核、学校审定”的程序进行。参评研究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学院递交所有的参评材

料，未递交者则弃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材料遗漏者则视为自动放弃该材料的分值。在 2016

级和 2017 级参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表上，需请班主任和第一导师确定该学生所获基本素

质等级并亲笔签名，不得涂改，不得重复提交。（所有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9月 18 日上午 10

点整，过期视为放弃资格） 

研究生测评综合小组依照综合测评项目对学生进行测评，并及时将综合测评成绩和相关材

料向班级同学公示，班级无异议后上报学院。 

学院评审委员会对测评结果进行审核，并确定获奖等级，在本学院进行 5个工作日公示后

报校研究生学院。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示阶段向学院评审委员

会提出申诉。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评定小组负责解释。 

 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年 9 月 14 日 

 

 

 

 

 

 

 

 

 

 

 

 

 

 

 



 

 

 

 

 

 

 

 

 

 

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小组 

 

组  长：张  健 

副组长：蔡永萍 

成 员：高丽萍  汪维云  袁  艺  李培金  徐家萍  张  欣   

王云生  薛  挺  金 青 

曾  威  焦春燕  苗玉晴 马茂林 

秘  书：蒋晓春 郑雪林 

 

                                              生命科学学院 

2018年 9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