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欧亚学院学生评优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奖励优秀学生，根

据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具有西安欧亚学院学籍的学生。 

第三条 本规定奖励的分类：一是单位或个人参加学院以外组织的

各类评比、竞赛获得奖项；二是学年班集体、学生个人评优；三是省级、

院级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共三类。 

第四条 学生工作处是我院学生奖励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学生奖

励工作的组织执行和管理。 

第五条 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院、分院两级公示制，

学院在分院学生发展部和学生工作处受理学生举报。 

第二章 工作程序与规范 

第一节 获市（地）级以上比赛的奖励 

第六条 组织学生参加市（地）级以上各种比赛的获奖集体和个人，

除了比赛项目获奖外，学院给予奖励。 

第七条 奖励标准 

（一）国家级比赛获奖奖励标准： 

1．一等奖奖金 3000元。 

2．二等奖奖金 2000元。 

3．三等奖奖金 1000元。 

（二）省级比赛获奖奖励标准： 

1．一等奖奖金 1000元。 

2．二等奖奖金 700元。 

3．三等奖奖金 500元。 

（三）市（地）级比赛获奖奖励标准： 



1．一等奖奖金 500元。 

2．二等奖奖金 300元。 

3．三等奖奖金 100元。 

（四）最佳编排、最佳创意等单项获奖奖励标准： 

1．国家级奖金 1000元。 

2．省级奖金 500元。 

3．地市级奖金 200元。 

（五）省级田径类体育比赛按积分给予奖励： 

1．全能每积 1 分奖励 20 元。 

2．集体每积 1 分奖励 40 元。 

3．单项每积 1 分奖励 30 元。 

（六）国家级、市级田径类比赛获奖奖励标准按上一条规定上浮或

下降 50%； 

（七）集体组队参赛获奖，奖励标准，每人平均奖金不足 50元的，

按不低于 5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第八条 奖励办法 

（一）获奖集体或个人，由组织单位按获奖项目上报学生工作处，

审查核实后报院领导批准； 

（二）奖励经费从学生活动经费中列支。 

第九条 辅助奖励 

（一）为了鼓励学生参加科技含量较高的比赛，对参加此类比赛但

并未获奖的学生，学院视情况给予适当鼓励； 

（二）凡参加校级以上各类比赛的学生，均可按照《大学生素质拓

展证书》相关考核项目取得相应成绩，并在同等条件下予以加分或优先

获取证书； 

（三）参加市（地）级以上各类比赛，虽未取得名次，但发扬了顽

强拼搏精神，展示了欧亚人良好形象的，酌情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条  参赛训练补助 

（一）参赛选手的交通工具由学院提供，但无法提供交通工具时，

报销参赛往返的交通费； 

（二）对体能消耗较大，确需集中训练的，根据实训天数，每人每

天发放生活补助 10元； 

（三）凡进入决赛项目的人员，学院为其提供参赛要求的服装和相

关设备租借费及参赛的报名费。 

第二节 学生学年评优奖励 

第十一条 奖励项目 

（一）先进班集体； 

（二）院级三好学生标兵； 

（三）院级三好学生； 

（四）院级优秀干部； 

（五）分院级三好学生； 

（六）分院级优秀干部； 

（七）分院级学习单项奖。 

第十二条 奖励标准 

（一）先进班集体，颁发奖状，奖励班费 500元； 

（二）院级三好学生标兵，颁发荣誉证书，奖励奖学金 1000元； 

（三）院级三好学生、优秀干部，颁发荣誉证书，奖励奖学金 300

元； 

（四）分院级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学习单项奖，颁发荣誉证书，

分别奖励奖学金 100元； 

第十三条 评选条件 

（一）先进班集体： 

1．具有一个积极肯干、互相配合、团结进取、能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的班委会和团支部委员会。坚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在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发展方面卓有成效；能够结合我院特点，经常组织开展各

种有利于班级学风建设、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全班同学积极要

求上进，申请入党、入团的人数较多； 

2．具有良好的班风。全班同学人人关心集体，讲文明、有礼貌；

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基本杜绝了迟到、旷课等

违纪现象；学生流失率较低，并能按时交纳学杂费；在《无违纪班》优

胜红旗评选活动中，获胜率达 75%以上； 

3．具有良好的学风。全班同学能自觉遵守学习纪律，刻苦钻研，

勤学好问，互相帮助，整体学习成绩提高较快，在同类专业考试中通过

率比较高；在《优良学风班》优胜红旗评选活动中获胜率达 75%以上； 

4、具有整体和全局观念。全班同学都能积极参加学院和分院组织

的各项活动，并取得较好的成绩；50%以上的宿舍被评为文明宿舍；教

室卫生整洁，每次检查均能名列前茅；能积极为学院、分院输送优秀学

生干部和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 

（二）院级三好学生标兵：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学习目的明确，热爱所学专业，能刻苦学习专业的基本理论知

识，并能熟练掌握其操作技能，在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一学年所学课

程考试通过率为 100%，平均成绩在 85 分以上； 

3．组织纪律观念强，能模范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无违纪和

不文明行为； 

4．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坚持体育锻炼，积极参加学

校、分院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 

（三）院级三好学生：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学习目的明确，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专业基本理论知识，

能掌握其操作技能，一学年所学课程考试通过率为 100%，平均成绩在

80分以上；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心公益活动； 

4．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无违纪和不文明行为。 

（四）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热心为同学服务，工作积极主动、有创意，成绩显著； 

3．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在工作中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4．一学年所学课程考试通过率为 100%，学习成绩优良，有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5．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能模范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五）分院级三好学生：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积极要求上进； 

2．热爱所学专业，学习勤奋，一学年所学课程考试通过率为 100%，

成绩优良； 

3．有团队协作精神，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 

4．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爱护公物，无违纪和不文明行为。 

（六）分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思想积极上进； 

2．热心本职工作，积极为同学服务； 

3．能自我调整好工学矛盾，一学年所学课程考试通过率为 100%，

成绩优良； 

4．在工作中组织能力较强，成绩突出，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信； 

5．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模范带头作用好。 

（七）分院级学习单项奖：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积极要求上进； 

2．学习刻苦，方法灵活，乐于帮助同学解决学习中的困难，一学

年所学课程考试通过率为 100%，单科成绩优秀； 

3．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团结同学。  

第十四条 评选比例： 

按在籍学生总人数的比例评选： 

先进班集体       占班级总数的 15% 

院级三好学生标兵    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1．5‰ 

院级三好学生      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20‰ 

院级优秀干部      占在校学生干部总人数的 50‰ 

分院级三好学生     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50‰ 

分院级优秀干部     占在校学生干部总人数的 150‰ 

分院级学习单项奖        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20‰ 

第十五条 评选程序 

评优工作每学年（度）进行一次； 

（一）评优工作必须本着公开、公正、公平、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自下而上的原则，严格控制比例，各种奖项不得兼得； 

（二）院学生会、团委学生干部的评比由学生会具体组织进行，比

例以院学生会干部的总数为基数计算； 

（三）分院学生分会、团总支学生干部参加各分院的评比。各分院

的评比分两条线进行，班干部由班委会提出，辅导员把关；分院学生分

会干部由学生分会提名，统一报分院学生发展部考核审查，比例以分院

学生干部总数为基数计算； 

（四）分院级优秀学生干部由分院办公会审批，学生会的各级优秀

学生干部由学生工作处审批，院级优秀学生干部由各分院报学生工作处

汇总，院办公会议审批； 

（五）三好学生的评比程序参照优秀学生干部的评比程序进行； 



（六）院级三好学生标兵由学生工作处考核审查，报院长办公会议

审批，分院级学习单项奖由分院学生发展部、教学科考核审查。凡荣获

院级先进班集体、三好学生标兵、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以及获其他

单项荣誉证书的学生个人，奖励资料装入个人档案。学院以召开学年总

结表彰大会的形式，号召广大师生向他们学习。 

凡荣获分院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习单项奖的学生，奖励

资料装入个人档案，分院以召开学年总结表彰大会的形式，号召分院广

大师生向他们学习。 

第十六条 奖学金经费 

院级由学院学生活动经费中列支；分院级由分院学生活动经费中列

支。 

第三节 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奖励 

第十七条 每年在应届毕业生中开展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的评选

活动，促进就业工作的展开。 

第十八条 评选条件 

(一) 优秀毕业生：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学习勤奋，考试通过率 100%，学业成绩优秀（统招生在校期间

必修课平均成绩 80分以上，非统招生在校期间各科平均成绩 75分以上），

在校期间曾被评为“国家奖学金、院级三好学生标兵、院级三好学生或

分院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者； 

3．尊重师表，团结同学，热爱集体，热心各种公益活动，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 

4．工作主动积极，模范带头作用好，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无违纪记录； 

5．服从国家需要，自愿到边远省区就业的毕业生，可享有优先。 



(二) 优秀学生干部：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学习勤奋，考试通过率 100%，学业成绩良好，统招生和非统招

生在校期间必修课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基础理论扎实，有较强的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校期间曾被评为“分院级优秀学生干部”或

“院级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者； 

3．担任学生干部，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在同学中威

信较高； 

4．工作主动积极，模范带头作用好，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无违纪记录； 

5．能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服从国家需要，主动到祖国需要的地

方去工作创业。 

第十九条 评选比例 

优秀毕业生       占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 5% 

优秀学生干部     占应届毕业生学生干部总人数的 50‰ 

第二十条 评选程序 

（一）班级民主评议，推荐符合条件的同学名单连同申报材料一并

报分院学生发展部； 

（二）分院学生发展部将各班上报评优名单汇总、初审、公示，经

分院办公会研究后报学生工作处； 

（三）学生工作处对全院上报来的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进行

逐个审核，汇总后在学院内公示一周，确无异议后，呈报院长办公会议

批准。 

第二十一条 奖励 

（一）学院给获得优秀毕业生的同学授予“优秀毕业生”、“优秀

学生干部”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二）获“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同学，在就业

时学院优先推荐。 

第二十二条 省级“优秀毕业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不再参加

学院“优秀毕业生”、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 

第四节 军训优秀学员的评选 

第二十三条 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下发的《学生军事

训练工作规定》（教体艺〔2007〕7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

大纲》（教体艺〔2007〕1 号）精神，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技能训练和军

事理论课教学是在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学院对在学生军事技能训练中成

绩显著的学员给予表彰。 

第二十四条 军事技能训练优秀学员评选条件 

（一）积极参加军训，熟练掌握训练科目所要求的要领动作，成绩

优秀；  

（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无违规违纪事件发生; 

（三）互帮互助，团结同学，维护集体荣誉，积极参与集体活动; 

（四）按时训练，不迟到早退，出勤率达 95%以上; 

（五）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内务卫生优秀。 

（六）积极协助教官和指导员完成军训工作。 

第二十五条 评选比例 

按参训学生总数的 5%评选。 

第二十六条 评选程序 

（一）班排评选。 

（二）连队评议。连长和指导员按照评选条件共同对上报优秀学员

进行审核，无异议后上报营部。 

（三）营部初审。营长和教导员共同对连队上报优秀学员进行初审，

无异议后报团部审批。 



（四）军训团审批。军训团部对各营上报优秀学员复审，批准后进

行表彰。 

第二十七条 奖励 

（一）被评为优秀学员，由军训团进行表彰； 

（二）填写西安欧亚学院学生奖励登记表，进入个人档案。  

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从 2012年 9月 1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