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工业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成绩积分认定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2016 年-2025 年）》文件精神，发挥高校第二课堂在思想引领和实践育人

方面的作用，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

第二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按照团中央、教育部在全国高校中推行“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要求，结合我校第二课堂人才培养工作实际，特制订“第二

课堂成绩单”成绩积分认定细则标准。 

第二条  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以下简称“第二课堂成绩单”）是

学校共青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借鉴“第一课堂”工作模式和内在机理，将

团的工作和活动课程化、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可测量化，从而服务学校党

政中心工作，响应社会实际需要，以促进青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一套工作体

系和制度。 

第三条  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依托我校自行开发设计的基于

新媒体的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和大数

据思维创新共青团工作，对第二课堂活动进行模块划分、信息发布、过程管理和

效果评价，对发起的第二课堂活动的团学组织进行管理、监督、考核和评价，对

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进行记录、评价和认证，并自动生成“第二课堂成绩单”，

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协同第一课堂，增强学校育人

能力。 

第二章  组织机构设置 

第四条  学校成立“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共青团工作的

校领导任组长，教务部、学工部、校团委、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中心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负责“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的领导统筹等。办公室设在校团委，

具体负责实施、推进和考核等工作的协调指导。 

第五条  基层团委主要负责子账号分配与管理、信息审核、活动发布、第二

课堂成绩单打印等功能；辅导员主要负责分管年级学生干部的管理及考核、其它

获奖情况的补录审核、第二课堂成绩单打印等功能；团学组织主要负责活动发布、

招募、宣传、培训、实施、评价等工作；班级团支部主要负责相关第二课堂活动

宣传、推广及“第二课堂成绩单”认证等工作。 



第三章  第二课堂活动类型 

第六条  第二课堂活动类型包括思想成长、实践实习、志愿公益、创新创业、

文体活动、工作履历、技能特长等七大类。 

思想成长。各级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学习培训，心理素质教

育活动，国防教育活动，思想成长类主题讲座、报告、比赛等，以及获得的相关

荣誉。 

实践实习。大学生社会实践，实践实习类主题讲座、报告、比赛等，以及获

得的相关荣誉。 

志愿公益。 支教助残、社区服务、公益环保、赛会服务等各类志愿公益项目

及志愿公益类主题讲座、报告、比赛等，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创新创业。各级各类学术科技活动，创新创业竞赛、讲座、报告等，以及获

得的相关荣誉。 

文体活动。文艺、体育、人文素养等各级各类校内外主题讲座、报告、比赛

等项目，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工作履历。校内外党团学（含学生社团）组织、年级、班级等工作任职，以

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技能特长。各级各类技能培训主题讲座、报告、比赛等，以及获得的相关荣

誉等。 

第四章  成绩积分认定标准与使用 

第七条  按照第二课堂活动形式、活动级别、评价方式等不同分别设置对应

的第二课堂成绩积分（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cores  简称 EAS），学生参与第

二课堂活动可获得对应类别的成绩积分，具体认定标准参照附件。 

第八条  各组织在认定成绩积分和学生在申请成绩积分时须严格按照规定如

实进行，如存在弄虚作假将撤销其“第二课堂成绩单”相关记录和积分，并按照

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九条  各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在学生各类评奖评优、推优入党等工作中，

将学生第二课堂成绩积分纳入相关评测体系，并对所使用学生数据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条  学生可到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处申请打印成绩单，如对第二课堂

活动开展及成绩积分认定存在异议，可向校团委举报或申诉。 

 



附件：“第二课堂成绩单”成绩积分认定标准 

一、竞赛类活动 

 

 

级  别 获奖等级 成绩积分 备  注 

国际级 

特等奖 9 

团队计算方式： 

若团队参赛，前 5名按排名

先后顺序等差递减 0.2分，

直至小于或等于 0.2分后参

加者每人获 0.2分；第 5名

及以下按照第 5名的成绩计

分。 

 

记录方式： 

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活

动，个人需到学院年级辅导

员或学院团委书记处申报； 

校级、院级活动需要主办单

位及时发布活动并在活动

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

成绩。 

 

一等奖 7 

二等奖 6 

三等奖 5 

优秀奖 0 

国家级 

特等奖 8 

一等奖 6 

二等奖 5 

三等奖 4 

优秀奖 0 

省部级 

特等奖 6 

一等奖 4 

二等奖 3 

三等奖 2 

优秀奖 0 

校  级 

特等奖 3 

一等奖 2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 

优秀奖 0 

院级 

一等奖 1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2 

优秀奖 0 



二、党团学干部经历 

级别 职务级别 成绩积分 备注 

国家级、省级 - 3 

考核计算方式： 

考核结果确定后，系统自

动乘以相应指数，优秀*2，

称职*1.5，基本称职*1，

不称职*（-1） 

 

考核参考比例： 

优秀人数不超过 30%，称职

人数不超过 60%，基本称职

和不称职人数不少于 10%。 

 

记录方式： 

国家级、省部级职务，个

人需到学院年级辅导员或

学院团委书记处申报； 

校级、院级职务，所属组

织及时进行记录和考核。 

校级 

主席 2 

副主席 1.5 

部长 1 

副部长 0.5 

干事 0.15 

院级 

主席 1.5 

副主席 1 

部长 0.5 

副部长 0.3 

干事 0.1 

社团联合会所属

社团 

会长  1 

副会长 0.5 

部长 0.3 

副部长 0.2 

干事 0.1 

年级/班级 

团支书 1.5 

班长 1.5 

副班长 0.5 

班级委员 0.3 

寝室长 0.15 

辅导员助理 1.0 

 



三、学生荣誉类 

级别 评价等级 成绩积分 备注 

国际级 

第一等级 6 

团队计算方式： 

若团队获奖，前 5名按排

名先后顺序等差递减 0.2

分，直至小于或等于 0.2

分后参加者每人获 0.2分；

第 5名及以下按照第 5名

的成绩计分。 

 

记录方式： 

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

荣誉，个人需到学院辅导

员或院团委书记处申报； 

校级，院级荣誉，各颁发

组织及时进行记录认定。 

第二等级 5.5 

第三等级及以下 5 

国家级 

第一等级 5 

第二等级 4.5 

第三等级及以下 4 

省部级 

第一等级 4 

第二等级 3.5 

第三等级及以下 3 

校级 

第一等级 3 

第二等级 2.5 

第三等级及以下 2 

院级 

第一等级 2 

第二等级 1.5 

第三等级及以下 1 

 

四、其它活动类型 

活动类型 成绩积分 备注 

报告讲座 0.05/次 校级、院级活动需要主办单位及时通过平台发

布，并在活动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成绩。

报告讲座可通过二维码现场签到。 
志愿服务 0.03/小时 

社会实践及培训 0.03/小时 团队所属组织管理员统一统计，记录认定 

其它 酌情商议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