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工程学院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
实施细则（试行）
总则
第一条 综合测评是从政治思想、品德表现、日常行为、学习成绩、体育成
绩和达标诸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定量考核，综合成绩由上述几方面得分按比例
合成。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测评成绩=智育分×70%+体育分×10%+德育分×20%
综合测评成绩、智育分、德育分、体育分均采用百分制。
若无体育考试成绩和体育达标成绩的年级体育分权重为 0，综合成绩计算公
式如下：
综合测评成绩=智育分×80%+德育分×20%
第一章 智育分
第二条 智育分评定内容包括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理论、实践性教学环节
（体育课除外）的成绩。
实行学分制的班级，智育分以一学期的学分绩计算。学分绩的计算公式如下：
学分绩=（课程 A 成绩×课程 A 满学分+课程 B 成绩×课程 B 满学分+……）/
所有参与学分绩计算的课程各应得满学分之和
为测算学分绩的方便和公平，缺考或不及格课程成绩不论补考成绩及格与否
均按 60 分计算（不能按补考前或后的实际成绩计算），其对应学分按应得满学分
计算。缓考课程成绩及格按实际成绩计算，缓考缺考或不及格按 60 分计算，其
对应学分按应得满学分计算。
未实行学分制的班级，智育分以一学期的平均成绩计算。其中缺考按 0 分计
算，不及格按原始成绩计算（不能按补考后的实际成绩计算），缓考成绩按实际
成绩及计算。
重修课程成绩和学分不参与计算智育分。
公共选修课无法统一的，其成绩不参与计算智育分。链接：公选课修完一定
学分（一般 12 学分，其中艺术类公选课 2 分，具体详见教务处发《学生手册》）
才颁发学位证。
因体育课程考试只参与体育分计算，其成绩不参与智育分计算，尤其是其学
分不应当算进所有参与学分绩计算的课程应得满学分之和。
链接：缓考成绩参与计算智育分，有缓考的学生在其他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可
以参评奖学金。缺考或不及格课程成绩参与计算智育分，但有缺考或不及格的学
生不可以参评奖学金。
第二章 体育分
体育分主要由体育课程考试成绩、体育达标成绩组成。计算公式如

第三条
下：
体育分=体育考试成绩×80%+体育达标成绩×20%
没有体育考试（或达标）成绩的年级，体育分按体育达标（或考试）成绩
100％计算。

不论及格或达标与否，体育考试成绩或体育达标成绩均按实际成绩计算。因
特殊情况免予执行国家体质健康标准即不用体育达标的，体育达标成绩在综合测
评时按 60 分计算。（先天肢体缺陷者向学工办提交相关证明后酌情处理）
第三章 德育分
第四条 德育分主要从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作风纪律和文明礼貌等
方面进行考核。计算公式如下：
德育分=基本素质分×60%+行为附加分×20%+民主评议分×20%
基本素质分、行为附加分、民主评议分均采用百分制。
一、基本素质分
第五条 基本素质分是根据学生在政治学习、学习纪律、集体活动、文明礼
貌、道德品质、劳动观念、社会实践、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表现得出。
基本素质分的基础分满分为 100 分，辅导员可根据学生各方面表现出的不足
累积扣分，基本素质分最低可为 0 分。基本素质分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素质分=基础分满分﹣扣分总和。
第六条 有如下情况，酌扣基本素质分，扣分总和超过 100 的由辅导员处理：
（1）上课考无故迟到者每次扣 5 分，扰乱秩序者扣 10 分，缺课者每学时扣
20 分。
（2）弄虚作假的当事人每次扣 20 分，行为不文明礼貌者扣 20 分。
（3）工作完成质量较差的扣 10 分，不按时完成任务的扣 10 分。
（4）未经批准，不参加应当参加的集体活动（或会议），班级活动每次扣 5
分，年级活动扣 10 分，院级活动扣 20 分，校级活动扣 30 分。
（5）受到通报批评者，学校通报每次扣 30 分，学院通报扣 20 分，年级通
报扣 10 分。
（6）宿舍安全检查未经请假批准不到场的每次扣 5 分，晚归扣 10 分，夜不
归宿扣 20 分，酗酒、赌博、吸烟、使用违章电器者每人次扣 30 分。
（7）早晚自习检查无故迟到每次扣 5 分，扰乱秩序扣 10 分，缺勤扣 20 分。
（8）宿舍卫生检查，无故不开门每人均扣 20 分，不打扫卫生没人扣 20 分。
（9）评比检查中，对后三名不达标者每人次年级检查扣 15、10、5 分，学
院检查扣 20、15、10 分，学校检查扣 25、20、15 分。
（10）凡未被列入上述条款但确需扣分者，由学生工作办公室或辅导员酌情
扣分。凡学生干部违反规定者，加倍扣分。
二、行为附加分
第七条 行为附加分根据学生在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班级组织的文体活动、
精神文明建设（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好人好事等）、参加第二课堂及社会实
践活动、各种比（竞）赛活动（包括学习竞赛、体育比赛、演讲比赛、文艺比赛、
征文竞赛、科技制作、公开发表论文及获奖等）、社会工作（担任各类学生干部、
社会职务）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得出。
行为附加分满分 100 分，可累积加分。如果累计超过 100 分，测算时行为附
加分取最高 100 分；但如果超过 120 分且没有其他违纪扣分的，可奖励其德育分
最后得分为满分 100（本已满分的仍为 100）。行为附加分原始分计算公式如下：
行为附加分=担任职务分+活动参与分+竞赛获奖分

第八条 行为附加分中的担任职务分、活动参与分和竞赛获奖分分别按以下
标准加分：
1、担任职务分（无作为或表现差不加分，职务分不累加，兼职取最高分）
职务

分数

职务

分数

校学生会主席

60

年级党支部书记或联系人

40

校学生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

55

党支部委员

35

校学生会各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

50

年级团总支书记

40

校学生会各部副部长

40

年级团总支副书记或委员

35

校学生会委员

25

年级长

40

校其他组织参照校学生会加分

相应

副年级长或年级委员

35

院团委常务副书记

55

团支部书记

35

院团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社团会长)

50

团支部委员

25

院团委部长（办公室主任助理、社团部长)

40

班长

35

院团委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社团副部长)

35

班级委员

25

院团委委员（社团委员）

25

科代表

20

院学生会主席

55

大寝室长（15 人以上）

25

院学生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特长队队长）

50

小寝室长（15 人以下）

20

院学生会部长（办公室主任助理、特长队组长）

40

单元负责人

25

院学生会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特长队副组长）

35

楼栋负责人

30

院学生会委员（特长队成员、特设组织委员）

25

社团会员分（参与活动另加）

10

2、活动参与分（包括学习先进、各类检查优秀、社会公益活动等）
（1）大二第 1 学期及以前通过四级考试的在大二第 1 学期加 10 分，通过六
级当期加 20 分。
（2）宿舍卫生、早晚自习等检查或其他活动受到通报表扬者，年级表扬每
人次加 10-15 分、学院表扬加 16-20 分、学校表扬加 21-25 分。
（3）因工作、表现优异在当学期获得先进个人等荣誉者，院级或校级加 25
分、省级加 35 分、国家级加 50 分。
（4）凡稿件被院网站、院刊采用的每人次加 10 分，被校网站、校报采用的
每篇加 15 分、被校外媒体采用的加 20 分。
（5）公差勤务、义务劳动根据强度每人次达 1 小时的加 3-5 分、2 小时的加
6-10 分、3 小时的 11-15 分，依此类推。
（6）参与爱心支教等社会公益活动、挂职见习等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据具体
成效每人次（阶段）加 10-20 分。
（7）参与献血捐款等志愿救助活动、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活动的根据具体
情况每人次（阶段）加 15-50 分.
（8）参加运动会、体育比赛日常训练和文艺节目排练、演出等活动根据具
体情况每人次（阶段）加 5-35 分。
（9）积极参与集体活动或参与竞赛到底但未获奖的，年级活动 5-8 分、学
院活动 9-11 分，学校活动 12-15 分。
（10）其他情况需要加分由学生工作办公室或辅导员酌情决定。奖学金、优
干、三好、模范、先进等对前一学年或年度在综合测评结果基础上进行总结表彰
的荣誉证书一般不加分。活动参与分与同一活动获得的奖项或荣誉只取最高分。

3、竞赛获奖分（单设最佳创意等按第一名计，但与名次不累加只取最高）
各名次分值
类别

单项个
人加分

团体每
人均加

级别

其他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或优秀奖

第五名

年级

20

15

10

8

5

4

学院

30

20

15

10

6

5

学校及以上

50

40

35

30

25

20

年级

18

14

10

8

5

4

学院

25

15

10

8

5

4

学校及以上

45

35

30

25

20

15

次

三、民主评议分
第九条 民主评议分是学生全体和班级干部对每个学生（含本人）综合表现
的民主评议得分，包括两部分：学生评议分和班干评议分。计算公式如下：
民主评议分=学生评议分×80%+班干评议分×20%
民主评议分采用百分制。其中的学生评议分、班干评议分满分均为 100 分。
第十条 民主评议分的学生评议分是指每人来自全班学生（含本人）对其进
行的百分制打分的平均分，班干评议分是指每人来自全体班级团支委、班委和辅
导员对其进行的百分制打分的平均分。学生评议和班干评议均采取无记名打分办
法进行，每个打分人打分所用打分表如下表中每两列剪开而成的评分表，其中打
分人编号不与具体人对应，辅导员归为班干打分人编号，但不固定对应某个编号：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一条 学生综合测评，每学期进行一次，每学期的前三周对上一学期进
行测评。除担任职务分外，其他所有加（扣）分应当在平时活动结束后的一周内
操作完毕，并以书面形式公示备案。前一学期各类担任职务分、竞赛获奖分在每
学期的前 2 周内操作完毕，担任职务分从学生干部所在机构获得有效名单后根据
学院规定加分，竞赛获奖分以学生所交证书原件为据根据学院规定加分。每学期
末进行民主评议，测算结果备案并公示。学期开学之初测算上一学期综合测评时
先算德育分，公示三天无异议签名后再算智育分、体育分和总成绩并公示。
第十二条 学生综合测评采取班级综合测评小组组织测评与学院综合测评
小组审核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班级综合测评小组由辅导员、年级学生干部、班级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
在对各班学生进行综合测评并向全体学生公布综合测评结果的基础上，做好备案
和记录工作。班级综合测评小组的任务是：建立测评记录薄，核准各项分数，修
正出现的错漏，汇总测评成绩。
学院综合测评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学生工作办公室主
任、分团委书记、辅导员、主要学生干部及学生代表组成，对测评工作进行组织
管理和审核考评。
第十三条 对学生综合测评结果有异议者，应在公示期内向班级综合测评小
组和学院综合测评小组反映，审核有误者，应及时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 各年级应当将每学年学生综合测评的结果（两学期平均成绩）按

得分高低排序（对于毕业生，应有所修年限内的每年综合测评得分的汇总及排序
情况），汇总后报学生处备案，并作为如下学生评先评优及有关工作的主要依据：
1、评比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习标兵、精神文明积极
分子、优秀应届毕业生等评先评优工作；
2、助学贷款、安排勤工助学岗位等；
3、专升本、考研、就业推荐工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