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护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细则（2021 年修订）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好地开展优良学风班建设，客观、科学、全面地评
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全方位提高学生素质和
能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人才，学院在参照学校有
关规定的基础上，特制定本细则。

一、细则适用范围
植物保护学院 2018、2019 和 2020 级在校本科生。

二、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
组长：李海滨
副组长：李虎、刘姝言
成员：李璐璐、王轩、郭园康、张鑫洋、谢雨晴、班主任代表、辅导员代表、学生
代表
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于学生工作办公室

三、评定办法
1、对 2018、2019、2020 级在校本科生进行 2020-2021 学年综合素质测评，测评分
为思想品德行为测评、学习成绩测评、课外活动表现测评和附加分四个部分，以综合素
质测评的成绩作为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测评的具体方法如下：
综合测评成绩=思想品德行为测评成绩*10%+学习成绩（必修 GPA*25）*70%+课外
活动*20%+附加分*10%
综合测评成绩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思想品德行为测评成绩满分为 100 分；学习成绩满分为 100 分，学习成绩测评按
教务处下发到各班的成绩单为依据认真进行核算；课外活动满分为 100 分；附加分满分
为 50 分，高于 50 分按 50 分计算。

四、综合素质测评细则
（一）思想品德行为测评标准
思想品德行为分理想信念、道德品质、集体观念、个人品德、人文修养、生活态度
六个方面进行测评，并附减分项目。
1、理想信念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具有家国情怀和“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责任担当；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积极倡导良好社会风尚，遵纪守法，品德高尚，无违纪违规行为，积极弘扬
青春正能量。
2、道德品质
遵守公共场所包括校园、学生公寓（宿舍）的管理规定，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
公德；在公共场所举止文雅，文明礼貌；爱护公物，保护公共设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
活动。
3、集体观念
顾全大局，有团结协作精神，关心集体，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维护集体荣誉，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不做损害集体利益的事。对集体观念淡薄，计较个人得失，经
常无故不参与班级活动，有严重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者，应评定为差。
4、个人品德
诚实守信，谦虚谨慎，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敬老爱幼，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
于助人；着装整洁，讲究卫生，举止得体。对不注意个人品德修养，不讲诚信，自私自
利，言谈举止粗俗，品行不端者，应评定为差。
5、人文修养
了解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常识，有科学的思想方法，
有较强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审美能力，有高雅的生活情趣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6、生活态度
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和勤工助学活动，自觉搞好寝室卫生；发扬艰苦奋斗
精神，生活俭朴，不攀比，不铺张浪费，不向家庭提出超越实际可能的生活要求。对怕
苦怕累，不愿参加劳动，一贯生活铺张浪费者，应评定为差。
7、减分项目
（1）党员没有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无故不参加党支部大会、党日活动等党支部
活动，一次减 5 分，最多减 10 分（班级参照党支部意见考核）。
（2）集体观念差，不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无故不参加团支部大会、团日活动等
团支部活动，一次减 5 分，最多减 10 分（团支部考核）；无故不参加主题班会、班级沙
龙等班级活动，一次减 5 分，最多减 10 分（班委会考核）。
（3）经常性缺勤、无故旷课、不交作业者，一次减 5 分，最多减 10 分（班委会考
核）。
（4）不遵守公共场所包括校园、学生公寓（宿舍）的管理规定，在宿舍使用违规电
器或饲养宠物，一次减 10 分，最多减 10 分（班委会考核）；宿舍环境差或堆积东西多，

宿舍物品不雅，一次减 5 分，最多减 10 分（班委会考核）。
注：
（1）受到学校相关规定处罚及以上者，思想品德行为测评成绩计为 0 分。
（2）班级测评采用班级同学互评及班主任评定的方式。
（3）减分项目以客观记录为依据，例如签到表、活动记录、教学记录等。
（4）思想品德行为按照成绩进行班级排名，班内排名折合成年级排名换算分（1-5
名，10 分；6-10 名，9.5 分；11-15 名，9 分；16-20 名，8.5 分；21-25 名，8 分；26-N
名，7.5 分），最终思想品德行为成绩=年级排名换算分*10。
（二）课外活动测评标准
课外活动表现分创新创业（25%）、社会实践（15%）、志愿服务（10%）、文体活动
（15%）、社会工作（25%）、素质教育讲座（10%）六个方面进行测评。
1、创新创业（25%）
（1）在正式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SCI 或 EI 收录期刊加 100
分，核心期刊加 80 分，其他加 60 分，非第一作者，按排名依次减 10 分，排名第五以后
不再减分。
（2）获国家级科技创新或设计特等奖和一等奖加 100 分、二等奖加 90 分、三等奖
加 70 分、鼓励奖加 50 分；获省部级科技创新或设计特等奖加 100 分、一等奖加 80 分、
二等奖加 70 分、三等奖加 60 分、鼓励奖加 40 分；校级特等奖加 80 分、一等奖加 70 分、
二等奖加 60 分、三等奖加 50 分、鼓励奖加 30 分；院级特等奖加 70 分、一等奖加 60 分、
二等奖加 50 分、三等奖加 40 分、鼓励奖加 20 分；参与者加 10 分。团队获奖加分减半。
（同一奖项不重复计算，各项目加分以获奖证书为标准）。
（3）正式承担国家级大学生创业实践、创业训练或科研创新项目并通过中期考核：
负责人加 50 分，其他成员加 30 分，结题考核为优秀者另加 20 分，为良好者另加 10 分，
为中等或者及格则不予另加；正式承担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并通
过中期考核：负责人加 50 分，其他成员加 30 分。
（4）参加国家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100 分、二等奖加 90 分、三等奖
加 70 分；参加省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90 分、二等奖加 80 分、三等奖加
60 分；参加校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70 分、二等奖加 60 分、三等奖加 40
分；参加院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50 分、二等奖加 40 分、三等奖加 20 分。
团队获奖加分减半。优秀奖加分为相应级别三等奖的一半。
科技创新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的按 100 分计算。同一作品或项目不重复
计算，取最高分，各项目加分以立项为标准。

2、社会实践（15%）
社会实践内容包括国情考察、扶贫支教、社会调研、科技服务等多个方面。
（1）被评为国家级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加 100 分、省部级优秀个人加 80 分、校级优
秀个人加 60 分、院级优秀个人加 40 分；优秀小队成员，国家级加 80 分、省部级加 60
分、校级加 40 分、院级加 20 分。优秀个人和优秀小队成员不同时加分。
（2）社会实践优秀论文获得者，国家级加 100 分、省部级加 80 分、校级加 60 分、
院级加 40 分，非第一作者，按排名依次减 10 分，排名第四以后不再减分。
（3）上一学年参加通过校团委、院分团委申报批准的社会实践小队，队员加 20 分，
小队队长加 30 分，不与优秀个人、优秀小队成员同时加分。
（4）参加由其他校外机构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需提供该机构出具的实践证明，经综
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认可后方可加 20 分，课外实习不准予加分。
社会实践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的按 100 分计算。不同实践项目提交相关
证明原件后可累计加分。
3、志愿服务（10%）
（1）上一学年报名参加由校团委、校志愿者总队、院团委、院志愿者支队组织的志
愿者活动，表现优异并通过认证者可获得加分。
（2）参与西区校门疫情防控岗志愿等战“疫”志愿相关项目的志愿服务时间每小时
4 分，其他志愿服务时间每小时 2 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的按 100 分计算，志
愿者服务时间由学院志愿者支队来统一认定。
（3）参加志愿者总队、院支队组织的志愿活动，需提交“志愿服务认证卡（总队、
院支队开具）”，参加由校内非志愿者总队、院支队组织的志愿服务需将“志愿服务认证
卡（总队、院支队开具）”及服务单位开具的证明一同上交（复印件即可）；参加由校外
其他机构组织的志愿服务需提交服务内容和时间证明，经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认可后
方可计入志愿者服务时间。
4、文体活动（15%）
参加国家级有关文体方面的比赛，一等奖加 100 分、二等奖加 80 分、三等奖加 60
分。
参加省部级有关文体方面的比赛，一等奖加 80 分、二等奖加 60 分、三等奖加 40 分。
参加校级有关文体方面的比赛，一等奖加 70 分、二等奖加 50 分、三等奖加 30 分。
参加院级有关文体方面的比赛，一等奖加 50 分、二等奖加 30 分、三等奖加 20 分。
文体活动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的按 100 分计算。不同比赛可累计加分，
同一项比赛多次获奖取最高分，团体比赛获奖加分减半。

注：
（1）集体积分奖，其成员加分为相应级别个人奖的一半。
（2）获集体荣誉奖，其加分为相应级别三等奖的一半，如优秀组织奖。
（3）校运动会竞技类和健身趣味类（实心球、引体向上、摸石过河、沙包投准）个
人比赛项目所获名次第一名加 70 分、第二名加 60 分、第三名加 50 分、第四名加 40 分、
第五名加 30 分、第六名加 20 分、第七、八名加 10 分（集体项目减半），破纪录另加 10
分，趣味类团体比赛项目获奖各成员加 10 分；新生运动会、院运动会个人类比赛项目所
获名次第一名加 50 分、第二名加 40 分、第三名加 30 分，团体项目获奖各成员加 10 分。
（4）参加并完成校运动会、院运动会、新生运动会竞技类和趣味健身类（实心球、
引体向上、摸石过河、沙包投准）等个人比赛项目加 8 分，参加并完成校运动会、院运
动会、新生运动会团体比赛项目加 4 分，参加并完成团体操比赛加 4 分。同一比赛中多
个比赛项目获奖取最高分，获奖分数可与参加分数累加，如有罢赛、弃赛情况，课外活
动分数清零。
（5）参与并完成元旦晚会、“植保青年寒假打卡”活动、手绘 T 恤大赛、毕业文化
衫设计加 4 分。不同活动分数可累加。
（6）“文体活动”其他条例与第（3）（4）（5）条冲突时，以第（3）（4）（5）条为
准。
5、社会工作（25%）
（1）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社团团工委书记、艺术团团工委书记，满一年且认真负责
者加 100 分。
（2）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社团团工委副书记、艺术团团工委副书记、志愿者总队
队长、校记者团团长、校广播台台长、挚友社社长、院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副书记、新
闻中心主管、志愿者支队队长、国旗班班长、国旗班团支书，满一年且认真负责者加 80
分。
（3）担任校团委部长、校艺术团各分团团长、获“社团之星”或“十佳社团”称号的社
团第一负责人、院学生会副主席、院新闻中心副主管、志愿者支队副队长、党支部书记、
满一年且认真负责者加 60 分。
（4）担任校艺术团各分团副团长、志愿者总队副队长、校记者团副团长、校广播台
副台长、挚友社副社长、获“社团之星”或“十佳社团”称号的社团西区负责人或第二负责
人、在学校团委注册的学生社团第一负责人，满一年且认真负责者加 50 分。
（5）担任校学生会、社团团工委、艺术团各分团、志愿者总队、校记者团、校广播
台、挚友社、分团委、院学生会、志愿者支队、院新闻中心部长，担任校团委副部长、

在学校团委注册的学生社团西区负责人、在学院团委注册并考核合格的学生社团第一负
责人、院运动队队长、专业班班长或团支部书记、国旗班班委，满一年且认真负责者加
40 分。
（6）担任校学生会、社团团工委、艺术团各分团、志愿者总队、校记者团、校广播
台、挚友社、分团委、院学生会、志愿者支队、院新闻中心副部长及责任编辑，担任院
运动队副队长、党支部委员，满一年且认真负责者加 30 分。
（7）担任校团委、校学生会、社团团工委、志愿者总队、校记者团、校广播台、挚
友社、分团委、院学生会、志愿者支队、院新闻中心干事，校艺术团团员、国旗班成员、
获“社团之星”或“十佳社团”称号的社团部长、在学院团委注册并考核优秀的学生社团第
二负责人及部长、考核合格的专业班班委和团支部委员，学生信息员，满一年且认真负
责者加 20 分。
注：上述学生工作经历不满一年者，加分减半。需由相关组织第一负责人提供书面
证明材料，每人一份；上述未提及的学生干部，也需由相应上级组织提供书面材料，经
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酌情评分；除学生干部外，对集体有特殊贡献的同学也可酌情加
分，但需向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专业班班委和团支部委员需由
分团委或院学生会和班级学生代表组成评定小组共同考核，考核合格者给予聘书。其中
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心理委员、科技实践委员、职业发展委员由分团委和班级学生代
表组成评定小组，生活委员、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由院学生会和班级学生代
表组成评定小组。
社会工作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的按 100 分计算。担任多个学生组织成员
者（除班委、团支部委员），分值不累加，取最高分。需提供聘书证明“满一年且认真负
责者”。
6、素质教育讲座（10%）
素质教育讲座包括农声讲坛、学长论道及有特殊说明的院级形势与政策课程等，于
讲座开始前与结束后领取讲座认证条，参与讲座以次数为据，参加一次讲座得 10 分，针
对讲座内容写评论或感受等，并且成功投稿发布于院网的同学再给予 20 分/篇加分奖励。
素质教育讲座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的按 100 分计算。
（三）附加分测评标准
1、加分项目
（1）提前通过国家大学外语四级（425 分）加 10 分，成绩优秀者（540 分以上）再
加 10 分。（本条只适用于 2020 级同学）。
上一学年通过国家大学外语六级（425 分）加 20 分，成绩优秀者（ 520 分以上）再

加 10 分；托福分数超过 80 分加 10 分，100 分及以上再加 10 分；雅思分数超过 6 分加
10 分，7.5 分及以上再加 10 分；日语通过三级考试加 10 分，二级及以上再加 10 分；德
语通过初级考试加 10 分，中级及以上再加 10 分；韩语通过初级考试加 10 分，中级及以
上再加 10 分；法语通过公共四级加 10 分。
注：上述语种考试于大学四年间均只能加一次分；
通过其他小语种考试的，经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认可后方可加分。
（2）上一学年通过国家计算机二级水平考试者加 10 分，通过三级及以上者加 20 分；
取得证券业从业资格证、银行业从业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加 10 分。
注：通过其他证件考试的，经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认可后方可加分。
（3）上一学年获得各级奖励加分：
获国家级表彰的先进个人，加 50 分；集体奖项其成员加 30 分。
获省部级表彰的先进个人，加 40 分；集体奖项其成员加 20 分。
获校级表彰的先进个人，加 30 分；集体奖项其成员加 15 分。
获院级表彰的先进个人，加 20 分；集体奖项其成员加 10 分。
注：获得北京市级优良学风班、优秀党支部、优秀团支部、优秀党团日活动的班级，
每位同学加 20 分；获得校级优良学风班、优秀党支部、优秀团支部、优秀党团日活动的
班级，每位同学加 15 分；获得院级优良学风班、优秀党支部、优秀团支部、优秀党团日
活动的班级，每位同学加 10 分。
（4）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并表现出色的同学加 20 分。
（5）获通报表扬者
校级通报表扬加 30 分，院级通报表扬加 15 分。
（6）拾金不昧、见义勇为、敢于向不良风气作斗争或在抵制各种突发危害事件过程
中表现突出，受到有关方面表彰或有较大影响力者，按实际情况加 5-20 分。
2、处罚项目（不设上限）
（1）受行政处分者：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有上述其一处分者，减 50
分。
（2）受通报批评减 30 分。
（3）学校、学院召开重要会议，涉及人员无故不到者减 10-20 分。
（4）受到其他批评者比照上述标准酌情扣分。
附近分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50 分，超过的按 50 分计算。附加分中除处罚分外同一项
内分值不累加，取最高分，处罚分需累加。学生党员（含预备党员）、学生干部受以上任
何处分者，附加分、社会工作分取消。获得优秀实践小队先进个人，在课外活动和附加

分中选其一处加分，不重复加分。

五、评定说明
1、各班要组成班级综合素质测评小组，成员组成如下：班主任、班级辅导员、班级
班委、团支部委员、班级学生代表。以专业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评，并及时将测评结果上
报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
2、综合测评成绩班级上报核实后，全年级进行排名，排名结果作为评奖、评优、保
研的依据。
3、综合测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在该年度各种评奖资
格；
课外活动表现分和附加分的加减分必须填写《综合素质测评表》，并须出具相关的证
明（证书、文章的复印件或作品），否则视为无效；证明材料到相关单位开具，盖章有效；
学院内各学生团体成员到学生团体负责人处开具证明材料。
4、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有权对与本细则不符的评定结果进行更正、调整；
5、本细则由植物保护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6、本细则自正式公布之日起执行。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小组
202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