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推选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和院优秀毕业生评定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上海市普遍

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和《上海体育学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和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文件

精神，充分发挥优秀大学生的示范激励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我院实际

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武术学院 2022 届优秀毕业生推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武术学院党委书记、武术学院院长

副组长：武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武术学院副院长

小组成员：各教学团队负责人、教授代表、辅导员、学生代表

二、评选基本条件 ：

1.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遵纪守法、品德优秀，诚信意识较强和学术道德良好，在校期

间未受过处分，无不良信用记录。

（3）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原则上至少获得过一次学校二等及以上

奖学金或优秀运动员奖学金。



（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具有较

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原则上至少获得过一次校级及以上“优秀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

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

（5）具有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对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

自愿赴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等基层和重点领域、新兴领

域、国际组织就业的毕业生，优先推荐。

（6）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

务，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对未能正常毕业的被推荐人，撤销

其优秀毕业生资格。

2.上海体育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遵纪守法、品德优秀，诚信意识较强和学术道德良好，在校期

间未受过处分，无不良信用记录。

（3）成绩优良，至少获得过一次学业奖学金或优秀运动员奖学金。

（4）具有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对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

自愿赴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等基层和重点领域、新兴领

域、国际组织就业的毕业生，优先推荐。

（5）2022 年应届毕业生入伍、入选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毕业

生获评院优秀毕业生，不占各单位名额。



（6）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

务，遵守学术科研道德、学术论文规范。对未能正常毕业、有违纪违

规行为等情况的被推荐人，撤销其优秀毕业生资格。

三、具体评选加分细则如下：

1.本科生：

指标 类别 级别 分值

1.获得奖学金情况

（可累加）

本科生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30 分/次

一等奖学金 20 分/次

二等奖学金 15 分/次

三等奖学金 10 分/次

优秀运动员奖学金

特等奖学金 30 分/次

一等奖学金 20 分/次

二等奖学金 15 分/次

三等奖学金 10 分/次

其他奖学金

国家级 30 分/次

市级 20 分/次

校级 10 分/次

院级 5分/次

2.获得校级奖项情况

（可累加）

优秀学生 校级 20 分/次

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 20 分/次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15 分/次

优秀共青团干部 校级 15 分/次

其他 校级 5分/次

3.获得双创赛事奖项情况

（可累加）

学生创新创业相关

竞赛（排名第 1-3 名

占分比值 50%、30%、

20%）

国家级

金奖：50 分/项

银奖：30 分/项

铜奖：15 分/项

市级 金奖：20 分/项



银奖：15 分/项

铜奖：10 分/项

4.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可累加）

在校、院学生会担任

过

主席
10 分

副主席

部长
5分

副部长

干事 2分

在班级担任过

团支书
10 分

班长

其他班委 5分

在社团担任过 社长 5分

担任学生助管 校级 5分

5.获得技能证书情况

（可累加）

运动员技术等级

国际级运动健将 30 分

运动健将 20 分

一级运动员 10 分

二级运动员 5分

外语等级

通过大学英语四级（≥425 分） 5分/项

通过大学英语六级（≥425 分） 10 分/项

其他外语等级参照执行

其他技能证书

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 10 分/项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10 分/项

其他技能证书参照执行



2.研究生：

指标 类别 级别 分值

1.科研成果

（可累加）

（1、学术论文相关成果须

见刊。

2、同一内容的学术论文在

期刊上发表或在学术会议

上交流，则选择其中一项分

值高的予以计分，不重复计

分。

2、单独承担项目和完成成

果的，直接按计分标准计

分；科研项目和成果由二人

合作承担和完成，第一、二

负责人分别按计分标准的

60％、40％计分；科研项目

和成果由多人合作承担和

完成，第一、二、三负责人

分别按计分标准的 50％、

30％、20％计分；第四至第

八负责人按计分标准的

10%计分。）

课题

（参研者的姓名

必须出现在立项、

结题报告中）

参研国家级重大项目立项、结题 120 分

参研国家级重点项目立项、结题 60 分

参研国家级一般（青年）项目立项、

结题
40 分

参研省部级重点项目立项、结题 80 分

参研省部级一般项目、奥运会科技攻

关项目立项、结题
60 分

参研厅局级、市教委项目、市体育局、

亚运会、全运会科技攻关项目立项、

结题

20 分

10 分

5 分

参研研究生创新计划立项、结题 10 分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学校

为上海体育学院）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100 分

相关领域重点核心期刊 80 分

相关领域重点核心期刊 A类 50 分

相关领域重点核心期刊 B类 30 分

相关领域省级学术期刊 20 分

会议论文

（第一作者学校

为上海体育学院）

奥科会、亚科会、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专题、墙报、书面

20 分、18 分、

15 分

全运会、青运会体育科学交流论文专

题、墙报、书面

15 分、12 分、

10 分

一级学会主办的会议上论文交流 10 分

二级学会主办的会议上论文交流 8分

一级专业协会主办的会议上论文交流 8分

研究生暑期学校、暑期论坛论文交流 5分

科技成果
发明专利 自主研发、非转让 80 分

实用新型专利 自主研发、非转让 20 分



创新成果奖励

（参研者姓名须

出现在证书中）

参研国家级成果获奖 80 分

参研省部级成果获奖 50 分

参研学院级成果获奖 20 分

著作

（参编者姓名须

出现在著作中）

专著
独立作者 50 分

合著 20 分

编著

主编 50 分

副主编 20 分

参编 10 分

译著
主译 50 分

参译 20 分

2.获得奖学金情况

（可累加）

学业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30 分/次

一等奖学金 20 分/次

二等奖学金 15 分/次

三等奖学金 10 分/次

优秀运动员奖

学金

特等奖学金 30 分/次

一等奖学金 20 分/次

二等奖学金 15 分/次

三等奖学金 10 分/次

其他奖学金

国家级 30 分/次

市级 20 分/次

校级 10 分/次

院级 5分/次

3.获得校级奖项情况

（可累加）

优秀研究生 校级 20 分/次

优秀学研究生

干部
校级 20 分/次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15 分/次

优秀共青团干

部
校级 15 分/次

其他 校级 5分/次



4.获得双创赛事奖项情况

（可累加）

学生创新创业

相关竞赛（排名

第 1-3 名占分

比值 50%、30%、

20%）

国家级

金奖：50 分/项

银奖：30 分/项

铜奖：15 分/项

市级

金奖：20 分/项

银奖：15 分/项

铜奖：10 分/项

5.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可累加）

在校、院研究生

会担任过

主席
10 分

副主席

部长
5分

副部长

干事 2分

在班级担任过

团支书
10 分

班长

其他班委 5分

在社团担任过 社长 5分

担任过助理辅

导员
校级 10 分

担任学生助管 校级 5分

6.获得技能证书情况

（可累加）

运动员技术等

级

国际级运动健将 30 分

运动健将 20 分

一级运动员 10 分

二级运动员 5分

外语等级

通过大学英语四级（≥425 分） 5分/项

通过大学英语六级（≥425 分） 10 分/项

其他外语等级参照执行

其他技能证书

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 10 分/项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10 分/项

其他技能证书参照执行



四、推荐工作程序：

1.个人申请

凡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申请表，向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

材料：获奖证书及科研成果扫描/拍照件（材料交辅导员）。

2.学院组织综合测评

（1）对申请学生进行材料初审，并根据学生条件进行综合成绩

核算，按照排序确定本学院初选名单。

（2）召开“武术学院 2022 届优秀毕业生推选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对初选名进行审核讨论，并经武术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最终确定优秀毕业生名单。

（3）在学院网页上公示优秀毕业生名单，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报送校就业办。

本办法由武术学院负责解释。

武术学院

2022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