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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1、在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部分，12.处增加了国家级、省级、市

级优秀志愿者个人、心理工作优秀骨干、先进个人课时数 

2、在文体活动部分新增校级运动队成员课时认定方法，并补充

国家级运动员课时认定注释 

3、在创新创业部分新增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国家级） 

4、在文体活动部分，“（5）云端运动会”处新增个人优秀奖和集

体参与奖课时认定方法 

5、在社会实践部分增加了参加其他学院主办的社会实践活动并

获奖的课时认定方法 

6、在科研科创部分新增了备注“除本院比赛外，其他比赛以盖章

单位级别为准” 

7、在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部分校外志愿活动上限修改为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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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风尚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1.思想素质分：热爱祖国、热爱学校、班集体、遵纪守法、无违规

违纪现象等计 3课时。（此项课时由各班级考核认定） 

2.参与团日风采活动、党（团）组织生活会、班会（需提前上报至

本班辅导员处审批）等班团活动按规模及效果每次计 0.5-2课时。上

限为 6课时。 

活动类型 活动规模及效果 计入课时 

党小组活动 有党小组证明 0.5课时 

团日风采活动 

甲等奖 2课时 

乙等奖 1.5课时 

其他 1课时 

团组织生活会 
团总支认定为优秀活动 1.5课时 

其他 0.5课时 

其他班级活动 

跨校 2课时 

跨学院 1.5课时 

跨班班级活动 1课时 

班级活动 班级活动 0.5课时 

3.先进事迹被相关媒体（党、政、军）报道  

活动级别 计入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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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6课时 

省级 5课时 

市级 4课时 

校级 3课时 

院级 2课时 

注：此类课时为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类必修，每学期不得低于 6 课时。

（二）道德风尚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先进事迹被相关媒体（党、政、军）报道  

活动级别 计入课时 

国家级 6课时 

省级 5课时 

市级 4课时 

校级 3课时 

院级 2课时 

道德风尚奖奖励在此方面有突出贡献并被报道的同学。对于没有

媒体报道，却有突出事迹的个人，由当地政府书面证明（需要政府人

员书写，签字盖章）或锦旗等硬性证明材料严格认定。 

注：此类奖学金以个人先进事迹为主要评判标准，集体荣誉不计算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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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科创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1.作为观众参与到各类讲座、比赛中，根据具体情况酌情计分，上

限为 1个课时。 

2.其他项目第二课时认定均请参照单项奖学金认定标准。 

（二）科研科创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1.参加各级各类学术、科技比赛（不含创业类比赛项目） 

（1）如财税实务技能大赛（省级）、“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即

大挑年项目）、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spss统计大赛、数学建模等比

赛、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国家级）、全国本科院校税收风险管控案

例大赛、四川省公共管理案例挑战大赛（校级）、时政大赛（校级）、

营销策划大赛（校级）、本科生学术论文大赛（校级）及其他经学院

认定小组认定通过的比赛。 

项目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国家级 

一等奖 10课时 

二等奖 9课时 

三等奖 8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5课时 

省 级 
一等奖 7课时 

二等奖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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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5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3课时 

校 级 

一等奖 4课时 

二等奖 3课时 

三等奖 2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1.5课时 

院 级 

一等奖 2课时 

二等奖 1.5课时 

三等奖 1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0.8课时 

注： 

1）对于学院举办的专业特色活动，如本科生科讨会等校内比赛按省级

比赛级别加分，项目投资大赛按校级加分。 

2）同一比赛获得多个级别奖项的按最高级别计分，同一项目按最新完

成度计算，同一学期不重复计算。 

3）除上述列举的比赛外，其他此类竞赛是指由党、政、军、团等组织

主办或举办，非政府组织主办的各类竞赛在课时认定时做降级处理（国家

级赛事降级后按省级计入课时数）。 

4）美国数学竞赛‘O’奖记 12 课时，‘F’奖记 11 课时，‘M’奖等同

于国家级一等奖，之后的等级往下以此类推。 

5）除本院比赛外，其他比赛以盖章单位级别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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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包含国创创新项目，不含国创创

业项目） 

项目级别 项目阶段 计入课时 

 

国家级 

立项 2课时 

中期 3课时 

结项 3课时 

 

省 级 

立项 1.5课时 

中期 2课时 

结项 2课时 

 

（院）校级 

立项 1课时 

中期 1.5课时 

结项 1.5课时 

（3）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 

立项：（院）校级记 1.5课时 

结项：A级项目 2.5课时，B级项目 2课时，C级项目 1.5课时 

2.在期刊、报纸上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1）只有一个作者时 

类别和等级 计入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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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级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30课时 

b1级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15课时 

b2级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8课时 

b2级以下其它正式核心刊物/学术会议 

论文集及内部刊物（财税论坛等） 
第一作者 3课时 

注：刊物分类参见学校科研处《西南财经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及期刊等级分类》 

（2）有两个作者时 

类别 等级 计入课时 等级 计入课时 

a级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20课时 第二作者 10课时 

b1级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10课时 第二作者 5课时 

b2级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5课时 第二作者 3课时 

b2级以下其它正式

核心刊物/学术会议

论文集及内部刊物 

第一作者 2课时 第二作者 1课时 

注：刊物分类参见学校科研处《西南财经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及期刊等级分类》 

（3）有三个作者时 

类别 等级 计入课时 等级 计入课时 等级 计入课时 

a级核心

期刊 
第一作者 15课时 第二作者 7.5课时 第三作者 7.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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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级核心

期刊 
第一作者 7课时 第二作者 4课时 第三作者 4课时 

b2级核心

期刊 
第一作者 4课时 第二作者 2课时 第三作者 2课时 

b2级以下

其它正式

核心刊物 

第一作者 1.5课时 第二作者 0.75课时 第三作者 0.75课时 

注：刊物分类参见学校科研处《西南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等级分类》 

注：不同级别论文的作者在评选单项奖时，论文累加课时数的上限不

超过上一级别的单篇课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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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活动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1.参加拉拉队 

校级以上文体活动拉拉队成员：一次 0.5课时，上限 1.5课时 

院级文体活动拉拉队成员：一次 0.25课时，上限 1课时 

2.其他项目第二课时认定均请参照单项奖学金认定标准。 

（二）文体活动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1.体育活动 

（1）国家级体育比赛（如 CUBA、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等赛事）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10课时 

第二名 9课时 

第三名 8课时 

单项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 7课时 

参加但未获得名次 

（需提供参赛证明） 
4课时 

（2）省级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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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7课时 

第二名 6课时 

第三名 5课时 

单项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 4课时 

参加但未获得名次 

（需提供参赛证明） 
2.5课时 

（3）市级体育比赛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6课时 

第二名 5课时 

第三名 4课时 

单项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 3课时 

参加但未获得名次 

（需提供参赛证明） 
2课时 

（4）校运动会 

项目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方 阵 
第一名 5课时 

第二名 4.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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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4课时 

第四-五名 3.5课时 

第六-八名 3课时 

其他 2课时 

单 项 

 

第一名 5课时 

第二名 4.5课时 

第三名 4课时 

第四-五名 3.5课时 

第六-八名 3课时 

参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2课时 

团体项目 

第一名 4课时 

第二名 3.5课时 

第三名 3课时 

第四-五名 2.5课时 

第六-八名 2课时 

参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1.5课时 

趣味项目 

第一名 3.5课时 

第二名 3课时 

第三名 2.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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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名 2课时 

第六-八名 1.5课时 

参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1课时 

注： 

1)方阵项目参与部分训练但没有上场的同学，按照训练次数酌情计入 1

课时。 

2）团体项目参与部分训练但没有上场的同学，按照训练次数酌情计入

1 课时。 

3）趣味项目参与部分训练但没有上场的同学，按照训练次数酌情计入

0.5 课时。 

3）以上四项每次参与训练但没有上场的同学，按照该项目获奖情况所

计课时数的 1/2 计入。 

4）此处的团体项目、趣味项目及方阵都有学生会设立训练签到制度，

并发放运动员训练证明。  

5）如有队员被劝阻多次无效则认定为退出队伍，不给予加分认定。所

有团体项目加分认定训练和比赛分开计算。 

6）如果有面向全学院招收项目组的活动如运动会，除运动员外的项目

负责人，无论其是否是学生会内部人员，均统一按训练次数以及获奖分数

的 1/4 记分，并计入文体类项目。 

7）对于担任方阵训练领队、舞蹈领队教练等在训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人员，可以在训练、比赛的计分项目之外酌情加分，上限为 1.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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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端运动会 

项目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个人项目 

 

一等奖 5课时 

二等奖 4课时 

三等奖 3课时 

优秀奖 1课时 

集体项目 

第一名 4课时 

第二名 3.5课时 

第三名 3课时 

第四-五名 2.5课时 

第六-八名 2课时 

参与奖 1.5课时 

注： 

受疫情影响，学校为鼓励同学们“宅家运动”，增设云端运动会，并设

置单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奖项。 

（6）“光华杯”系列比赛（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乒乓球赛、

羽毛球赛、台球赛、游泳赛、辩论赛等）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4课时 

第二名 3.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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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3课时 

第四-五名 2.5课时 

第六-七名 2课时 

参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1.5课时 

注： 

1）参加校级辩论赛，辩论队所有参赛选手均比照获奖名次计课时数。 

2）其他陪练院队成员，遵守相关管理制度，并经学生会相关部门考核

合格，计 1 课时训练分。 

3）西财“足协杯”参赛选手依照“光华杯”系列比赛按获奖名次计课

时数。 

（7）“光华杯”趣味比赛（投篮比赛、上篮接力、趣味颠球、中场

射门等）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至第三名 3课时 

第四名至第八名 2课时 

参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1课时 

注： 

1）一人参加多项， 加分不得超过 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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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阳光彩虹跑”参赛选手依照“光华杯”趣味比赛课时认定方法认

定。 

（8）“财税杯”系列比赛（篮球赛、辩论赛、征文比赛等）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3课时 

第二名 2课时 

第三名 1.5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1课时 

参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0.5课时 

注： 

1）学院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各类文体比赛获奖认证，按照获奖认证所盖

公章的类型鉴定（校团委的公章认定为校级，多院联合的院级章认定为院

级活动）。 

2）商业性质文体比赛的获奖认定，算入第二课堂学分，但降低级别确

定（最低级别为院级，若此类比赛已经为院级比赛，则折半计入第二课堂

学分）。 

3）针对同一比赛的不同加分项目，仅最高分，不重复加分。 

（9）学校体育校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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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计入课时 

队长 3.5课时 

队员 2.5课时 

注： 

1）国家级运动员需参加比赛获奖并提供证明方可记录课时（规则见“（1）

国家级体育比赛”），否则不计入单项奖评定规则。 

（10）学院体育院队成员 

职务 计入课时 

队长 2.5课时 

队员 1.5课时 

注： 

1）队长与普通队员不叠加累计课时数。 

2）需要提供训练证明，训练次数少于 6次的队员不计入课时数。 

2.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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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级文艺比赛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10课时 

第二名 9课时 

第三名 8课时 

单项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 7课时 

参加但未获得名次 

（需提供参赛证明） 
4课时 

（2）省级文艺比赛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7课时 

第二名 6课时 

第三名 5课时 

单项奖 4课时 

参加但未获得名次 

（需提供参赛证明） 
2.5时 

（3）市级文艺比赛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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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5课时 

第三名 4课时 

单项奖 3课时 

参加但未获得名次 

（需提供参赛证明） 
2课时 

（4）校级文艺活动 

五月艺术节（五月诗存、合唱比赛）、健康活力大赛、英语短剧

大赛、525心理情景剧、征文大赛、舞动西财、闪亮之星等。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第一名 4课时 

第二名 3.5课时 

第三名 3课时 

进入决赛，但未获前三 

（需提供参赛证明） 
2课时 

注： 

1）以上四项参与每次训练但没有比赛的同学，按照该项目获奖情况所

计课时的 1/2 计入。 

2）由学生会设立训练签到制度，并提供训练证明。  

3）如有队员被劝阻多次无效则认定为退出队伍，不给予加分认定。所

有团体项目加分认定训练和比赛分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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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有面向全学院招收项目组的活动如英语短剧大赛的活动，则除

表演者外的导演、编剧道具制作小组等，无论其是否是学生会内部人员，

都统一按训练次数以及获奖情况所及分数的 1/4记分，并计入文体类项目。 

5）对于担任方阵训练领队、舞蹈领队教练等在训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人员，可以在训练、比赛的计分项目之外酌情加分，上限为 1.5 课时。 

（5）院级文艺活动 

525心理健康月、女生节、礼仪文化大赛等。 

级 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院 级 

特等奖、一等奖 3课时 

二等奖 2课时 

三等奖 1.5课时 

参赛奖 

（需提供参赛证明） 
0.5课时 

（6）大型晚会表演（此处不包含除本学院外的其他晚会表演及活

动） 

名称 角色 计入课时 

学院迎新晚会、毕业晚会 表演者 3课时 

学院迎新晚会、毕业晚会 工作者 3课时 

游园会 工作者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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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此处工作者大多为晚会主持人、晚会项目组成员及项目志愿者等对

晚会工作有所贡献的本学院学生。 

2）表演者与工作者不可重复加分。 

（7）参加文艺工作 

参加以下团体并完成规定任务，通过学期考核合格方可获得相应

课时数。 

参加团体 计入课时 

校艺术团  

 

2课时 

校报记者团 

校辩论队 

西财之声校园广播站 

光华园 

学院辩论队 

2课时 学院礼仪队 

学院文艺团 

注： 

1）同类团体校级、院级不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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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团、辩论赛等参加表演赛、友谊赛等不涉及评比的活动等不再

重复加分。 

3）学院文艺团需要提供训练证明，训练次数少于 6 次的队员不计入课

时数。 

（8）宣传稿件发表 

发表媒体 计入课时 

在正式刊物上发表非专业论文、诗歌、

散文等文艺作品及制作的软件被用户采

用者（需提供相关证明） 

1-3课时/篇 

学校主页、学院主页、校团委及光华园

主页（需提供相关证明） 
0.5课时/ 篇 

《学生工作动态》、《学生工作简报》等

校级刊物（需提供相关证明） 
1课时/篇 

运动会通讯稿等级一 1.5课时 

运动会通讯稿等级二 1课时 

运动会通讯稿等级三 0.5课时 

注： 

1）学生会等工作人员不计在内。 

2）校报编辑发表于校报，计 0.5 课时/篇。 

3）运动会通讯稿评级（此处以基础量计，最高计入等二，如有播报，

则为等一。解释权归团总支宣传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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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寝室评比   

寝室获得称号 寝室成员计入课时 

“优秀寝室”（连续 4次卫生检查

中获 90分以上的寝室称号） 
0.5课时 

院级“寝室之星” 0.5课时 

校级“寝室之星”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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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第二课时认定请参照单项奖学金认定标准。 

（二）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1.社团负责人 

职务 计入课时 

社长和副社长 2课时 

社团机构成员（包含各部长等） 1课时 

注： 

1）学生实验超市及学生广告实验公司等专团组织及其他非社团机构如

职场起跑线等皆参照社团加分； 

2）需自行提供相关证明：由该组织指导老师签字与组织相关签章； 

3）由于学校除党建校团委与学生会外，各类组织繁多，工作多与少、

强度及贡献度又难以界定，故只能以一种标准统一。如有突出贡献者，可

以根据相应项目对应申请其他单项奖学金。 

2.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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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计入课时 

班长、团支书 2—3课时 

其他班委 1.5课时 

注： 

1）获得学校、学院班级荣誉，班长、团支书方可评定分为 3课时，其

他班委方可评定分为 2 课时。 

2）班委的证明材料需具备姓名、班级以及就任时间等信息。 

3.寝室长 

寝室获得的称号 计入课时 

校级“寝室之星” 1课时 

院级“寝室之星” 0.5课时 

普通寝室（未获称号） 0.25课时 

注：寝室长的证明材料需具备姓名、班级、寝室号以及就任时间等信

息。 

4．分团委、学生会、学生党建指导中心干部 

职务/称号 计入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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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 5课时 

优秀部长 4.5课时 

部长 4课时 

副部长 3课时 

优秀部员 2.5课时 

部员 2课时 

注：优秀部长与部长、副部长不叠加累计课时数，优秀部员与部员不

叠加累计课时数。 

5.党支部学生干部 

职务 计入课时 

党支部书记 4课时 

宣传委员 3课时 

组织委员 3课时 

纪检委员 3课时 

6.校国旗班成员 

职务 计入课时 

班长、副班长、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4课时 

职能小组负责人 3课时 

其余正式队员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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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队员 1.5课时 

注： 

1）获国旗卫士、队列标兵、团队建设标兵称号的国旗班成员额外计入

0.5 课时。获称号加分需提供证明材料。 

2）称号累计最多计入 1课时。 

7.易班学生工作站 

职务/称号 计入课时 

站长 3.5课时 

优秀部长/优秀主任 3课时 

部长/主任 2.5课时 

副部长/副主任 2课时 

优秀部员 1.5课时 

部员 1课时 

注：优秀部长/优秀主任与部长/主任、副部长/副主任不叠加累计课时

数，优秀部员与部员不叠加累计课时数。 

8.学院心理联系人：2课时 

9.社会志愿 

马拉松比赛志愿者 

比赛级别 计入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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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4课时 

省级 3课时 

市级 2课时 

区级 1课时 

 

注： 

1）社会志愿服务数量、质量上的认定标准如下：由承办方为区分标准

区分校内校外志愿活动。对于志愿者课时数认定最终解释权归学院所有。 

2）校内上限 3 课时，相关青协、红会等举办的短期（1-2 天）志愿活

动一次最多计入 1 课时，中长期志愿活动酌情加分（短期与中长期都主要

由学院青协、红会及帮扶部门通过本学期志愿者表现情况共同给予分数认

定）。 

3）校外由活动重要性和影响力评定梯度，上限 3 课时（需要出具证明）。

对于校外志愿者活动分认定最终解释权归学院所有。 

4）学生会红会成员和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参与志愿者工作也根据以上

活动计课时数，不再额外予以加课时。 

10.参与支教等公益活动 

参与时长 计入课时 

7日内 1课时 

7—15日 2课时 

15日以上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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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参与活动时长需自行提供证明。 

2）参加三下乡活动的支教等公益活动不算在内。 

11.参与抗疫主题志愿活动 

获奖级别 计入课时 

国家级 4课时 

省 级 3课时 

市  级 2课时 

区 级 1课时 

院 级 0.5课时 

注： 

1）与抗击疫情无关的志愿活动不算在内。 

2）参与活动级别需自行提供证明。 

3）校级与区级算同级别，记 1 课时。 

12.优秀志愿者个人、心理工作优秀骨干、先进个人 

获奖级别 计入课时 

国家级 7课时 

省 级 5课时 

市  级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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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级 2课时 

院 级 1课时 

注： 

1）需自行提供证明。 

2）非党军团机构所认定的机构颁发的优秀志愿者个人证书则根据其性

质降一级认定课时数，最低不得低于院级。 

3）优秀志愿者个人、心理工作优秀骨干、先进个人不叠加累计课时数。 

4）若存在超出以上级别的获奖情况，由评定小组商议增加 1-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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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创业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第二课时认定请参照单项奖学金认定标准。 

（二）创新创业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1、参加各级各创业比赛 

如“挑战杯”（创业大赛）、wsu-swufe全球创业大赛、光华创业

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国家级）、

创青春及其他经学院认定小组认定通过的创业比赛等 

项目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计入课时 

国家级 

一等奖 10课时 

二等奖 9课时 

三等奖 8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5课时 

省 级 

一等奖 7课时 

二等奖 6课时 

三等奖 5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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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级 

一等奖 4课时 

二等奖 3课时 

三等奖 2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1.5课时 

参加比赛者 1课时 

院 级 

一等奖 2课时 

二等奖 1.5课时 

三等奖 1课时 

优胜奖、单项奖或鼓励奖 0.8课时 

参加比赛者 

（需提供参赛证明） 

0.5课时 

2、国创创业项目（立项不计入课时） 

结项：A级项目 3课时，B级项目 2课时，C项目 1.5课时。 

3、自主创业 

对于自己在外创业的项目，需要明确创业认证（有个人的营业执

照等相关证明）；淘宝网店等需要开店认证照片（个人手持身份证照）、

营业内容与经营情况。根据具体情况计入 3-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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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实践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第二课时认定请参照单项奖学金认定标准。 

（二）社会实践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1.“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计入课时 

国家级 

一等奖 10课时 

二等奖 9课时 

三等奖 8课时 

省 级 

一等奖 7课时 

二等奖 6课时 

三等奖 5课时 

校 级 

一等奖 4课时 

二等奖 3课时 

三等奖 2课时 

院 级 

一等奖 2课时 

二等奖 1.5课时 

三等奖 1课时 

完成结项报告、但未获奖的实践团队，每人均计 0.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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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暖冬”社会实践活动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计入课时 

校级 

一等奖 4课时 

二等奖 3课时 

三等奖 2课时 

3.社会实践优秀个人 

获奖级别 计入课时 

国家级 5课时 

省 级 4课时 

市  级 3课时 

校 级 2课时 

院 级 1课时 

注：如参加其他学院主办的实践活动计 0.5课时 

4.社会实践 

（1）假期参与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实习活动，经实践单位出示

证明（实践时间需超过一个月包括一个月）且撰写合格的实践报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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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4课时。（需规范证明表格） 

（2）在校时间，利用节假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经实践单位证明，

时间累计达到一个月并撰写合格的实践报告者，记 3课时。 

（3）假期或在校期间参与正式实践的，需开具正式的实践证明。 

注： 

1）实习认定天数、次数分类处理，对于单次实习天数超过 30 天的，

规定最高上限 4课时；未满 30 天和多次实习且每次不满 30 天进行天数累

加算分，合计 10天以下者计 1 课时、10-19 天记 2 课时、20-30记 3 课时，

超过 30 天计 4课时； 

2）为避免实习认证存在不实情况，要求按照《本科生实习工作手册》

（见附件）的相关要求提交实习报告，实习报告中的所有内容必须手写，。

主要认证标准是实习单位公章以及《本科生实习工作手册》的填写情况。

如果没有实习单位公章，则无法计入活动分，如果没有合格的实习报告或

无实习报告，则所计入的课时数减半。 

5.辅导员助理 

每学期记 3课时（需由相应辅导员出示合格证明）。 

6.勤工俭学 

在校期间参与勤工俭学活动，经工作单位出示证明（工作时间累

计一个学期），记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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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兼职 

学生从事的兼职活动可以酌情计入活动分，上限为 2课时，需要

有明确的兼职认证（兼职单位的公章），对于情况不属实的将不予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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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劳动素养与技能奖 

（一）第二课堂加分认定项目及解释 

第二课时认定请参照单项奖学金认定标准。 

（二）劳动素养与技能奖学金认定项目及解释 

1.劳动价值观思想 

参与“劳动教育主题党日、主题团日、主题班会”“劳动教育主

题讲座”、劳动教育校园文化活动等，按规模及效果每次计 0.5-2 课

时，上限 6课时。 

2.劳动知识与技能类教育 

（1）参与烹饪技法、急救护理、消防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的

课程化体验培训，根据学习效果计 0.5-2课时，上限 6课时； 

（2）参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知识与技能类教育培训，

根据学习效果计 0.5-2课时，上限 6课时； 

（3）参加劳动教育课程，完成课程学习，根据学习效果计 2-6

课时，上限 6课时； 

3.劳动实践锻炼 

（1）坚持日常生活类劳动，如“我校园我爱护”“我寝室我清洁” 、

寒暑假家庭或社区劳动等活动，根据劳动效果计 0.5-2课时，上限 6

课时； 

（2）开展生产劳动，如勤工助学、校园花园建设、校园农场建

设、创业等，根据劳动效果计 2-6课时，上限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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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服务性劳动实践，如参加精准扶贫、暑期三下乡、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创新活动等志愿服务，根据劳动效果计 2-6课时，

上限 6课时； 

4.劳动类竞赛 

劳动竞赛获奖，根据等级计课时，国家级 12课时，省级 10课时，

校级 6课时，院级 4课时，参与 1课时。 

 

同一活动证明只能参与一项单项奖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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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本科生实习工作手册》 

 

财政税务学院 

本科学生实习工作手册 

所在专业：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实习单位： 

    年     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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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实习单位鉴定书必须由实习单位填写并加盖实习单位公

章，方才有效。 

2. 按要求提交实习报告，必须手写。 

3.在实习期间，须遵守所在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努力实现

实习课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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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 财政税务学院 

本科生实习单位鉴定书 

学生姓名  
性 

别 
 实习时间  

实习单位 

（签章） 
 

学生主要 

实习内容 
 

学生违反实习

单位纪律情况 
 

对学生实习期

间的总结评价 
 

实习单位负责

人（签字） 
 

实习单位负责

人电话 
 

本表由实习单位签字盖章有效。财税学院学生实习联系电话：87092239 87092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