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轻院字„2021‟22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和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鲁

轻院字„2017‟34 号)，结合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和特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评，目的在于全面评价学

生的德才表现和综合素质，引导、激励以学为主，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第三条 综合素质测评的内容包括品德行为、学业表现、

身心素质和实践创新四个方面，在总评分中分别占 20%、

（50-60）%、（20-10）%、10%。其计算公式为：学年综合

测评总分=品德行为分×20%+学业表现分×（50-60）%+身心

素质分×（20-10）%+实践创新分×10%。 

第四条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每学期测评一次，开学 3 周内

完成上学期的测评，满分为 100分，两个学期的平均值为学

年测评成绩，各学年综合测评平均值为学生在校期间综合测

评总成绩。 

第二章 品德行为测评 



第五条 品德行为满分为 100分，由基本分、加分、扣分

三部分组成，其计算公式为：品德行为分=基本分＋加分－

扣分。 

品德行为分的基本分为 80 分，包括以下八项内容，分

别按好、较好、一般三个等级计分，分值依次为 10、9、8

分。 

（一）政治思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

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识大体，顾大局，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二）遵纪守法：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及学校的各

项规章制度，敢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无违纪违法行为。 

（三）道德品质：诚实守信，作风正派，艰苦朴素，谦

虚俭朴，任劳任怨，积极上进，对自己严格要求，正确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四）社会公德：维持公共秩序，遵守公共场合的有关

规定，不扰乱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不起哄闹事。爱护公

物，勤俭节约，具备日常节俭行为和环境保护行为习惯。 

（五）集体观念：组织观念强，有集体荣誉感，积极参

加集体活动和公益事业活动，热心为集体服务，责任心强，

努力完成党、团组织和学生会及班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六）学习态度：热爱所学专业，学习目的明确，态度

端正，勤奋好学，进取心强，无旷课等现象。 

（七）文明礼貌：尊敬师长，关爱同学，热心为同学服

务。讲文明，有礼貌，仪表端正，举止得体，不打人骂人，

不污言秽语，不乱吐乱扔，不吸烟酗酒。 

（八）劳动卫生：热爱劳动，讲究卫生，有严谨的生活

作风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内务整齐，积极参加公

益劳动。 

第六条 品德行为的加分包括以下四项，最高 20 分。计

算公式为：本人原始奖励分÷同年级同专业最高原始奖励分

×100×0.2。 

（一）获校级及以上优秀大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团干部、优秀团员等先进个人称号的，国家级加 15 分，省

级加 10分，市级加 8 分，校级加 5 分。 

（二）凡维护公共利益、抢险救人、见义勇为，受到校

级以上表扬者加 10 分。 

（三）获校级及以上先进集体称号的，国家级每人加 15

分，省级每人加 10 分，市级每人加 8 分，校级每人加 5分。

获校级文明宿舍称号的，宿舍成员每人加 2分。 

（四）获学校、系（院）特别表扬者（正常评奖、评优

除外），每人加 3、2 分；受学校、系（院）通报表扬者加 1

分。 



（五）义务献血，每次加 3分。 

（六）其它应加分的情况，参照以上情况酌情加分。 

第七条 品德行为的扣分，包括以下六项内容： 

（一）无故不参加学校、系（院）、班级组织的集体活

动、政治活动，每次分别扣 3、2、1 分。 

    （二）自习课迟到、早退，每次扣 0.5 分；旷课 1-9节之

内，每节扣 1分；扰乱课堂秩序，每次扣 2分。 

（三）滞留宿舍、晚归等，每人次扣 2分。 

（四）不服从管理，视其情节，扣 3-5分。 

（五）受到通报批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

看处分的，依次扣 10 分、15分、20分、25 分、30 分。 

（六）其它违规、违纪行为，参照以上情况适当扣分。 

第三章 学业表现测评 

第八条 学业表现满分为 100分。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规定课程的实际考核分数，按学分加权计入，其计算公式为：

学业表现分=(Σ课程成绩×该课程学分数)／Σ测评期内课

程总学分。单科成绩中，旷考、作弊按 0 分计；补考及格以

上按 60 分计，不及格以原分计；实行等级制的课程按下列

办法计入：优秀 90 分、良好 75 分、及格 60 分、不及格 50

分。无体育课的班级，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为体育课成

绩。 

第四章 身心素质测评 



第九条 身心素质分由学生评议分和加分组成，满分为

100 分。计算公式为：身心素质分=心理评议成绩（20分）+

加分（80 分）。心理评议成绩由全班同学相互评议取平均分，

主要评议情绪稳定积极、自我评价正确、人际关系和谐、环

境适应良好、自我控制能力良好等方面。 

    第十条 身心素质加分的计算公式为：本人原始奖励分÷同

年级同专业最高原始奖励分×100×0.8。加分标准为: 

（一）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系（院）

组织的体育比赛，每人次分别加 5、4、3、2、1分。国家级

获前 8名者，按名次分别加 24、23、22、21、20、19、18、

17 分；省级获前 8 名者，按名次分别加 20、19、18、17、

16、15、14、13分;市级获前 8名者，按名次分别加 16、15、

14、13、12、11、10、9 分;校级获前 8 名者，分别加 12、

11、10、9、8、7、6、5 分；系（院）级获前 8 名者，分别

加 8、7、6、5、4、3、2、1 分；破记录者加倍。以团队参

赛的，主力队员加相应名次的满分，非主力队员加分减半。 

（二）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系（院）

组织的心理培训和心理活动，每人次分别加 5、4、3、2、1

分。参加心理活动获奖者，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24、

22、20分；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18、16、14 分;市级

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12、10、8 分;校级一、二、三等奖



分别加 6、5、4分；系（院）级一、二、三等奖者分别加 4、

3、2分。 

（三）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系（院）

组织的知识竞赛、文化艺术活动（包括演讲、征文、书法、

绘画比赛、辩论赛等），每人次分别加 5、4、3、2、1 分。

获奖者，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24、22、20 分；省

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18、16、14 分；市级一、二、三

等奖分别加 12、10、8分;校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6、5、

4 分;系（院）级一、二、三等奖者分别加 4、3、2 分。 

（四）积极参与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系（院）

组织的公益劳动、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实践，每人次分别加 5、

4、3、2、1分；获得表扬者，每人次分别加 10、8、6、4、

2 分。 

（五）学生在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习惯、生活习惯、劳

育美育课程学习及心理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者，给予适当加

分。 

第五章 实践创新测评 

第十一条 实践创新满分 100分，计算公式为：本人原始

奖励分÷同年级同专业最高原始奖励分×100，参考以下标

准加分： 

（一）参加技能大赛、科技竞赛获奖者,国家级一、二、

三等奖分别加 35、30、25 分；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20、18、16 分;市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14、12、10 分;

校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8、6、4 分，同一作品以所获最

高分计。 

（二）担任学生干部满一学期并考核合格者，给予加分

鼓励。 

1. 校团委委员、校学生会主席团、校社团联合会主席团，

加 10 分； 

2.校团委、校学生会、校社团联合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

各系（院）团总支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团，加 8分； 

3.校团委、校学生会、校社团联合会各工作部门成员，

各系（院）团总支、学生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各班级团支

部书记、班长加 6 分； 

4.各系（院）团总支、学生会各工作部门成员，各班级

团支部、班委委员，加 4 分。 

5.各班级学生宿舍舍长加 2分。 

6.其他干部参照同级别干部加分。身兼数职的学生干部

只以最高职务加分，不重复加分。 

（三）积极参加在学校备案的社团工作，考核合格者，

社团社长加 6分，一般成员加 1分。 

（四）积极向正式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投稿，稿件

在千字以上并被采用者，按刊物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

校级每篇加 6、5、4、3 分。 



（五）考取技能证或职业资格证，每项加 4 分。 

（六）考取英语、计算机、普通话等证书，每项加 2 分。 

（七）其它类似情况，参照以上标准酌情加分。 

第六章 组织实施及要求 

第十二条 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全校学生的综合测评工

作。各系（院）成立由党总支书记为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

副主任为副组长和辅导员组成的测评领导小组，领导实施测

评工作。 

第十三条 学生综合测评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正、

民主、公开的原则。 

第十四条 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在班级、系（院）内公示

无异议后，填写《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学生综合测评成绩统计

表》（见附件），党总支书记签署意见后，各系（院）、党

委学生工作部存档。 

第七章 测评结果的使用 

第十五条 根据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在同年级同专业排

名，学生综合测评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档，前 20%

（包括 20%）为优秀，（21-50）%（包括 50%）为良好，60

分以下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第十六条 学生的学年综合测评成绩记入学生档案，是学

生评奖、评优的主要依据；学生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总成绩是

评选优秀毕业生和推荐就业的依据。 



第十七条 学生学年测评成绩不合格者，应劝其退学。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各系（院）可结合专业及年级特点，自行确定

学业表现和身心素质测评区间的权重；也可根据本办法结合

本系（院）情况制定加分、扣分细则。各系（院）制定的实

施细则须与本条例的原则和精神相符合，并报党委学生工作

部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应于我校所有全日制学生。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原学校《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鲁轻院字

„2015‟6 号）同时废止。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1 年 4 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