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学生奖励项目和简介 

 

类别 序号 名  称 
占学生总人数 

的比例或数量 

奖励标准 

（元/人/年） 

荣 

誉 

称 

号 

1 东师奖章 30 人左右 6000 

2 优秀学生 10%  

3 优秀毕业生 毕业生人数 5%  

4 五四红旗团员 30  

5 先进班集体 20 500/班 

6 标兵班集体 10 1000/班 

7 五四红旗团支部 20 500/支部 

国家 

奖学金 
8 国家奖学金 按国家划拨名额评定 8000 

学 

年 

奖 

学 

金 

9 校长奖学金 5% 3000 

10 一等奖学金 8% 1500 

11 二等奖学金 12% 1000 

12 三等奖学金 15% 500 

单 

项 

奖 

学 

金 

13 学有专长奖 无固定名额 300 

14 教师技能奖 5% 300 

15 社会工作奖 5% 300 

16 社会实践成果奖 无固定名额 300 

17 美德风范奖 无固定名额 300 

18 资格证书奖 无固定名额 300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 

 



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 

（2005 年 8 月 26 日校长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培养学生成

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奖励原则。 

公平合理、公正客观、公开民主。 

第三条  适用范围 

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在籍本科学生。 

 

第二章  奖励项目 

 

第四条  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和奖学金两部分。东师奖章是我校本科学生的最高荣誉奖，

校长奖学金是我校设立的最高奖学金。 

（一）荣誉称号 

东师奖章； 

优秀毕业生； 

优秀学生； 

五四红旗团员； 

标兵班集体； 

先进班集体； 

五四红旗团支部。 

（二）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 

2．学年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二等奖学金； 

三等奖学金。 

3．单项奖学金 

学有专长奖； 

教师技能奖； 

社会工作奖； 

社会实践成果奖； 

资格证书奖； 

美德风范奖。 

4．社会赞助奖学金 



华为奖学金； 

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金叶西部希望之星大学生奖学金； 

美术学院高殿才奖学金； 

数学与统计学院展虹奖学金； 

计算机学院东师理想奖学金； 

计算机学院东师理想创新奖学金； 

物理学院展虹奖学金； 

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研究所奖学金； 

梁佩怡生命科学人才培养奖学金； 

体育学院唐恩江奖学金。 

 

第三章  评审条件 

 

第五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学生均可申请各奖励项目：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二）爱国爱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业优良。 

第六条  各奖励项目的具体评审条件由相应的评审实施细则详细规定。 

 

第四章  评审办法 

 

第七条  评审 

（一）申报 

具备获奖条件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向所在学院申报。 

（二）审核 

根据获奖条件，学院对申报奖励的学生个人或集体的获奖资格进行审核。 

（三）评选 

学生个人奖励项目由学生所在集体（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学生参加）民主评选产生。参评

班集体、团支部由班长、团支书向学院做工作总结，由学院评选。 

（四）争议 

各学院须将各项奖励的初评结果向全院学生张榜公布 5 个工作日争议。 

（五）报批 

争议结束后，由学院按规定时间向学校上报初评结果。 

1．各项荣誉称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及以学校名义设立的社会赞

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组织初评，报学校统一评审； 

2．一、二、三等奖学金及以学院名义设立的社会赞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

组织审定，报学校备案。 

第八条  申诉 

在争议期内，学生个人或集体对初评结果有异议的，可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诉，学院

在接受申诉后 2 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如学生个人或集体对本学院的答复仍有异议，可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诉，学校在接受申诉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复查结果通知



学生本人或班集体、团支部及所在单位。此处理意见为最终处理意见。 

第九条  学年奖学金不可兼得，社会赞助奖学金不可兼得。 

 

第五章  组织管理 

 

第十条  奖励工作在学校统一领导下进行，学生处、各学院分别承担相应工作。 

（一）学生处是负责全校本科学生奖励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奖项设立、奖励评审、颁

奖工作的协调、管理等工作；对各学院的评奖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制定全校学生奖励政策，

审定各学院制定的奖励细则以及争取和管理社会各界在我校设立奖学金； 

（二）各学院负责本学院的奖励推荐、评审、汇总和颁奖及争取和管理社会各界在本学

院设立奖学金等相关工作；根据学校各项奖励的评审条件和要求制定本学院奖励细则。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设立学院奖学金，所设立奖学金须纳入学校本科学生奖励体

系，由学校统一管理。 

（一）学院设立奖学金须报请学校审批； 

（二）学院设立奖学金须将相关协议及评审细则等材料上报学校备案； 

（三）学校不承担学院设立奖学金的基金或资金。 

第十二条  社会赞助奖学金的评奖范围、评奖条件、评奖标准及程序按学校与设立奖学

金的单位或个人共同商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各项奖励均以学校名义发布表彰决定，由学校统一予以表彰。 

第十四条  各项奖励按学年评定。毕业年级于每年 6 月份评定本学年奖励，其他年级于

每年 10 月份评定上一学年的奖励。 

第十五条  在评奖评优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学校追回奖学金，取消其

相应的荣誉称号，视情节给予相应的校纪处分。 

第十六条  非困难生欠缴学费、住宿费的，学校以其应得奖学金为其代缴学费、住宿费。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条例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东北师范大学本专科学生奖励条例

（试行）》（东师校发字[2001]60 号）同时废止。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以本

条例为准。 

  



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评审实施细则 

 

为保证奖学金的评审严格遵守公平合理、公正客观、公开民主的原则，使学生奖励真正

达到鼓励先进、奖优促学的目的，按照《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和我校的有关规

定，制定本奖励评审实施细则。 

 

第一章  荣誉称号 

 

第一条  东师奖章 

（一）奖励比例及额度 

每学年评选 30 名左右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理想与成才”报告团成员除颁发证书外，

奖励 6000 元/人。 

（二）评审条件 

原则上从优秀毕业生中择优评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也可申报此奖项： 

1．“理想与成才”报告团成员； 

2．在学校建设和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生，校长有权特殊为其授予“东师奖章”荣誉

称号，奖励名额不限。 

第二条  优秀毕业生 

（一）奖励比例 

每学年在毕业生中评定 5%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二）评审条件 

1．在校学习期间三年获“优秀学生”称号或后两年连续获“优秀学生”称号； 

2．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和教育实习（专业实习）成绩优秀。 

第三条  优秀学生 

（一）奖励比例 

每学年在全校学生中评定 10%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二）评审条件 

在学年评优中获校长奖学金或一等奖学金。 

第四条  五四红旗团员 

（一）参评对象 

团籍在我校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二）奖励比例 

每学年评选 30 名获奖者。 

（三）评审条件 

1．思想品质好，综合素质强； 

2．学习刻苦，成绩优良； 

3．积极组织、参与团的各项活动，并能起到表率作用； 

4．关心同学、热爱集体，有较高的群众威信。 

第五条  先进班集体 

（一）参评对象 

学年重点建设班集体。 

（二）奖励比例及额度 



每学年评定 20 个先进班集体，奖金 500 元/班。 

（三）评审条件 

1．自觉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东北师范大学大学生文明修身公约》，无违

纪现象； 

2．全体学生学习态度端正，形成良好学风，成绩良好或有较大进步；部分学生取得一

定科研成果，科研氛围浓厚； 

3．具有坚强团结、密切联系学生、积极肯干和以身作则的班级党支部、团支部和班委

会； 

4．党员、团员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全体学生积极向上； 

5．认真推行学生干部轮换制，有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 

6．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7．班集体建设至少有一项特色活动。 

第六条  标兵班集体 

（一）参评对象 

学年重点建设班集体。 

（二）奖励比例及额度 

每学年评定 10 个标兵班集体，奖金 1000 元/班。 

（三）评审条件 

班级各项建设在全校重点建设班集体评比中名列前茅。 

第七条  五四红旗团支部 

（一）参评对象 

学年五四红旗创建团支部。 

（二）奖励比例及额度 

每学年评定 20 个五四红旗团支部，奖金 500 元/支部。 

（三）评审条件 

1．组织团员学习理论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和上级团组织的决议； 

2．团结带领团员努力完成党和上级团组织布置的任务； 

3．团支部由民主选举产生，定期召开团员大会，通报和协商团的工作； 

4．团的组织生活制度健全，按时收缴团费； 

5．团推优工作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 

6．积极带领团员参与学风建设，学习风气浓，学习成绩好； 

7．主动开展适合团员特点的主题团日活动； 

8．团员无违纪、违法现象。 

 

第二章  国家奖学金 

 

第八条  国家奖学金 

（一）参评对象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二）奖励比例及额度 

每学年按国家划拨名额评定，奖金 4000 元/人。 

（三）评审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或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秀； 

5．家庭贫困，生活检朴。 

 

第三章  学年奖学金 

 

第九条  学年奖学金 

（一）奖励比例及额度 

1．校长奖学金：按全校学生人数 5%评选，奖金 3000 元/人； 

2．一等奖学金：按全校学生人数 8%评选，奖金 1500 元/人； 

3．二等奖学金：按全校学生人数 12%评选，奖金 1000 元/人； 

4．三等奖学金：按全校学生人数 15%评选，奖金 500 元/人。 

（二）评审条件 

1．校长奖学金获得者从学业优秀者中择优评选； 

2．一、二、三等奖学金获得者从学业优良者中择优评选； 

3．参评学年所修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 

 

第四章  单项奖学金 

 

第十条  学有专长奖学金 

（一）奖励比例、额度 

无固定名额，奖金 300 元/人。 

（二）评审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均可申报此项奖学金： 

1．获市级以上各类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励； 

2．获市级以上各类艺术、体育竞赛奖励； 

3．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5．获得科技专利； 

6．获校“外语学习十佳”、“学术十佳”、“计算机十佳”称号。 

第十一条  教师技能奖 

（一）奖励比例及额度 

全校学生人数 5%，奖金 300 元/人。 

（二）评审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均可申报此项奖学金： 

1．能自觉学习并较好地掌握、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成绩突出； 

2．外语学习优秀，基本具备本学科中小学双语教学能力； 

3．获校“教师基本技能十佳”称号。 

第十二条  社会工作奖 

（一）奖励比例、额度 



全校学生人数 5%，奖金 300 元/人。 

（二）评审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均可申报此项奖学金： 

1．担任学校各级党团组织、学生会、学生社团、班级、团支部等学生管理服务组织的

主要干部，连续工作满半年，工作踏实认真，乐于为学生服务，有突出贡献； 

2．获校“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社团干部”、“五四红旗团干部”、“五四优秀团干部”

称号的学生。 

第十三条  社会实践成果奖 

（一）奖励比例及额度 

无固定名额，奖金 300 元/人。 

（二）评审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均可申报此项奖学金： 

1．在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受表彰的优秀个人； 

2．出色完成社会实践任务，成果被有关部门、科研项目采用或在校级以上优秀论文评

比中获奖。 

第十四条  资格证书奖 

（一）奖励额度及比例 

无固定名额，奖金 300 元/人。 

（三）评审条件 

获得国家及省级权威机构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五条  美德风范奖 

（一）奖励比例及额度 

无固定名额，奖金 300 元/人。 

（三）评审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均可申报此项奖学金： 

1．在维护校风校纪等方面有突出表现； 

2．有志愿服务、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突出事迹。 

  



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各奖励项目奖励比例及额度 

类别 序号 名  称 
占学生总人数 

的比例或数量 

奖励标准 

（元/人/年） 

荣 

誉 

称 

号 

1 东师奖章 30 人左右 6000 

2 优秀学生 10%  

3 优秀毕业生 毕业生人数 5%  

4 五四红旗团员 30  

5 先进班集体 20 500/班 

6 标兵班集体 10 1000/班 

7 五四红旗团支部 20 500/支部 

国家 

奖学金 
8 国家奖学金 按国家划拨名额评定 4000 

学 

年 

奖 

学 

金 

9 校长奖学金 5% 3000 

10 一等奖学金 8% 1500 

11 二等奖学金 12% 1000 

12 三等奖学金 15% 500 

单 

项 

奖 

学 

金 

13 学有专长奖 无固定名额 300 

14 教师技能奖 5% 300 

15 社会工作奖 5% 300 

16 社会实践成果奖 无固定名额 300 

17 美德风范奖 无固定名额 300 

18 资格证书奖 无固定名额 300 

 

 

 

 

 

 

 



学生奖励 
 

一、学生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和奖学金。荣誉称号包括：东师奖章、优秀毕业生、优秀学

生、五四红旗团员、标兵班集体、先进班集体、五四红旗团支部。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

学年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和社会赞助奖学金。 

二、各项奖励按学年评定。毕业年级于每年 6 月份评定本学年奖励，其他年级于每年

10 月份评定上一学年的奖励。 

三、在评优时，由学生处依据《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下发评奖评优通知及

具体要求。各学院学生工作组接到通知后，根据学院制定的奖励细则，组织本学院各项奖励

项目的评审工作。 

四、评审程序 

（一）申报 

具备获奖条件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向所在学院申报。 

（二）审核 

根据获奖条件，学院对申报奖励的学生个人或集体的获奖资格进行审核。 

（三）评选 

学生个人奖励项目由学生所在集体（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学生参加）民主评选产生。参评

班集体、团支部由班长、团支书向学院做工作总结，由学院评选。 

（四）争议 

各学院须将各项奖励的初评结果向全院学生张榜公布 5 个工作日争议。 

（五）报批 

争议结束后，由学院按规定时间向学校上报初评结果。 

1．各项荣誉称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及以学校名义设立的社会赞

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组织初评，报学校统一评审； 

2．一、二、三等奖学金及以学院名义设立的社会赞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

组织审定，报学校备案。 

五、学生奖励的其他相关事宜请参照《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执行。 

六、东北师范大学奖学金工作流程图（见附图 1、附图 2） 



附图 1： 

 

奖学金工作流程 
 

（一）学校设立的奖励项目 

 

根据奖励条例下发评奖评优通知

每年10月2－4年级评优

每年6月毕业年级评优

学院按本科生奖励条例组织评选

争议后，评选结果及各类评选表上报学生处

学校审核、发文
1. 等额上报指标，进行复核是

否符合条件。

2.对差额指标整理材料，报处

务会或评审租统一评审

申诉

发放证书及表彰决定

学院返回学生签完字的发放明细

 



附图 2： 

 

（二）社会赞助奖学金 

 

与设立奖学金单位或个人签订协议

根据设奖方的条件制定条例并下发评奖通知

学院推荐并向学生处上报相关材料

学校审核、发文申诉

发放证书及表彰决定

不符合条件者去掉

 

  



先进、标兵班集体评选 
 

一、评选时间 

每年 10 月 

二、参评范围 

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各班均有资格申报。 

三、评选办法 

1. 学生处根据全校班级总数和各学院班级数目，确定各学院先进班集体候选班级名额。 

2. 先进班集体候选班级由各学院自主评定后报学生处备案，学院评定时应优先考虑每

学年校重点建设班集体。 

3. 标兵班集体由学校组成评选委员会在各学院先进班集体候选班级中进行评选。评选

排名在前 10 名的班级评定为标兵班集体，11～30 名评定为先进班集体。 

五、评定程序 

根据奖励条例下发评优通知

班集体自愿提出申请

学院审核、推荐，并向学生处上报相关材料

学校审核、发文申诉

发放证书及表彰决定

不符合条件者去掉

六、奖励额度及其他待遇 

1．学校奖励先进班集体人民币 500 元，标兵班集体人民币 1000 元（奖金作为班级活动

立项经费，依照《东北师范大学先进班集体、标兵班班集体、五四红旗团支部奖励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执行）； 

2．标兵班集体享有更高级别评优的优先权。 



重点建设班集体评定 
一、评选时间 

每年 10 月 

二、评定范围 

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各班均有资格申报。 

三、建设周期 

一年（评定当年 10 月至次年 10 月） 

四、评定办法 

1. 学校根据全校班级总数和各学院班级数目，确定学院重点建设班集体候选班级名额。 

2. 各学院根据学校分配的名额自主评定后上报学生处。 

五、评定程序 

根据奖励条例下发评优通知

班集体自愿提出申请

学院审核、推荐，并向学生处上报相关材料

学生处审核、备案、公布结果
 

六、重点建设班集体中期评估 

（一）评估时间 

次年 6 月 

（二）评估指标 

重点班级建设中期评估，以班长联谊会组织的“班际五项”评比以及“班级标准化建设十

条”为评估指标，评估总分前十位的班级将获得中期评估“十佳班级”荣誉称号。 

（三）评估程序 

1. 上交材料。 

2. 班长联谊会初审。 

3. 学生处评审。 

4. 公布班级中期评估结果。 

七、奖励额度及其他待遇 

依照《重点建设班集体立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