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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字【2020】3 号

水声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2020 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字[2013]219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

理办法（校研字[2014]29 号）》、《关于做好 2020 年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和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研院函〔2020〕28 号）等相

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评定办法。

第二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术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3 年级，全日制专业工程硕士学位研究生 1-2 年级，全日制博士研

究生 1-4 年级（直博生 1-5 年级），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非定向就业（入学时人事档案转入我校，没有工资收入）的全

日制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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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学考试方式为免试或统考，且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入学

时人事档案转入我校，没有工资收入）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强军计划研究生。

第三条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全面客观地评价研究生

所取得的学业成果。

第二章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设置标准

第四条 奖励标准

（一）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单位：万元/年.人）

年级 等级 全校比例 标准 要求

一年级

一等 X% 1
推免生、本科毕业学校为 985

高校的普通全日制毕业生

二等 30% 0.8 

三等 70%-X% 0.4 

二年级

一等 20% 1

所有研究生重新评定二等 30% 0.8

三等 50% 0.4

三年级

一等 20% 0.5

依照第二学年评定结果确定二等 30% 0.4

三等 50% 0.2

（二）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单位：万元/年.人）

年级 等级 比例 标准

一年级 无 100% 1

二、三、四、五年级（五

年级仅限于直博生）

一等 20% 1.5

二等 30% 1

三等 5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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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第五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4．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5．完成报到注册手续，并按时缴纳学费。

第四章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内容和方法

第六条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内容和方法

1.一年级

（1）评定依据

①一等学业奖学金评定依据

推免生、本科毕业学校为“985 工程”高校的普通全日制毕业生，

自动评为一等学业奖学金。

②二、三等学业奖学金

评定依据：主要考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及

潜在的科研素质等，重点考查初试数学+外语成绩。

2.二年级

名额分配：学院根据学校下拨的一、二、三学业奖学金名额，按

照理学、工学、工程硕士各学位研究生在读人数比例划分一、二、三

等奖学金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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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依据：主要考查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思想品德、学位课程综

合平均成绩、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重点考查学生对学位课程

知识点掌握情况。

3.三年级

三年级不进行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学制内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等级参照硕士研究生二年级评定的等级执行。

第七条 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内容和方法

1.一年级

博士一年级学业奖学金不分等级，均按照 1 万元/生发放。

2.二年级

评定依据：主要考查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思想品德、学位课程综

合平均成绩、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重点考查学生对学位课程

知识点掌握情况。

3.三、四、五年级（五年级仅限于直博生）

评定依据：主要考查博士研究生前一学年思想品德、科研素质和

创新能力等方面，学习成绩不再作为评定内容。

第八条 所有年级的学业奖学金评审只考察上一学年（9 月 1 日

至 8月 31 日）新增的成果，超期成果不再统计。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组织机构

（一）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

委员会”），由院长、院党委书记任主任委员，教学副院长、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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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任副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代表、教务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

办公室主任和学生代表任委员组成。

主任 委员：乔钢 于兴武

副主任委员：周天 王嘉男

委员：张海刚、张明辉、宋扬、莫世奇、胡博、张林、黄益旺、

唐锐、刘永伟、张超、桑永杰、卢苇、齐滨、邹男、李海

森、朱建军、周锋、马璐、张殿伦、滕婷婷、崔宏宇、韩

笑、张宇翔、陈永耀、王大成、高明生、刘铁、王厚琦、

庄静文

（二）评审委员会负责制定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具体评定方

案。方案报研究生院审批备案后，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学院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审和申诉受理等工作。

第六章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材料

第十条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方式，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综合评价，对学生提交的

各项成果实行代表作评价制度，评价重点聚焦到创新质量和个人贡献

上。同时，为建立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

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参评者提交参评材料即视为其承诺

无学术道德问题；后期如发现学术道德问题，取消其参评资格并按学

校相关规定处理。参评者需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并填写附

件 1。

1.学术论文。要求为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2.发明专利（含国际发明专利）。要求为已授权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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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获奖。有效排名范围内，其中获省部级科学技术三大奖一

等奖（前10名）、二等奖（前7名）、三等奖（前5名）的奖项。

4.以上成果各限填 5项，必须是申请者对应参评等级研究生期间

取得成果。成果署名第一单位必须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且署名为第一

作者或第二作者（若为第二作者，则第一作者必须为其研究生指导教

师或博士生副导师。

5.课程成绩：

硕士/博士学位课（必修环节除外）综合平均成绩（即“Σ学位

课（学分×成绩）/Σ学位课学分”）。

6.学习成绩须经学院教务办公室盖章认定后有效，科技成果须经

学院科技办公室盖章认定后有效。

第六章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程序

第十一条 由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参评者的评选材料

表决（评分）决定参评者学业奖学金等级。（说明：如评审委员会表

决分数相同，则以分数相同的参评者的学位课程平均成绩具体定其学

业奖学金等级。）

第十二条 评选结果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上报至研

究生院。

第七章 其他说明

第十三条 凡有成绩不及格、受到学院通报批评 3 次以及校院违

纪等处分的研究生不准申报一等、二等学业奖学金。

第十四条 违反学术道德者一票否决，永不具备参评资格，如果

获评后发现学术道德问题，追回奖学金并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如遇特殊情况，由评审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处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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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说明和公示。

第十六条 具体名额随后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具体时间安排

（1）10 月 13 日发布评定办法及时间安排。

（2）10 月 14 日 16 时前，符合申请条件的研究生进行报名，将

评选材料提交至教务办审核，逾期不再受理。

（3）10 月 19 日 完成评审。

（4）10 月 19 日-23 日获得学业奖学金名单公示。

（5）10月26日，学院将所有相关材料上报学校。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水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项参照《哈

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原《水声工程学院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2019 版）》（院教字【2019】5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水声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监督举报电话：

0451-82569510

第二十一条 材料报送地点：水声楼 302 室

水声工程学院

2020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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