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教学〔2006〕14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12号）和《南

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

（南党发〔2021〕63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结

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细则，具体如下： 

一、工作原则和组织架构 

1. 工作原则。贯彻公平的原则，公开透明，规范操作。贯彻择

优的原则，努力提高人才遴选过程的科学化水平，形成激励本科学

生勤奋学习全面发展的正确导向。 

2. 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及专家审核小组，负责组

织实施本学院推免工作。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分管本科教学工作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及专

业班导师组成。专家审核小组由本学院熟悉本科生教育教学的 5名

副高及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组成，具体名单由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二、推荐免试生基本条件 

1. 满足《实施办法》文件中规定的申请推免基本条件。 



2. 在推荐遴选时已经按照正常教学计划修满必修课程，品行优

良，没有受过学校和学院处分。 

3. 必修课（通识必修课、大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平均学分

绩（只计算学生在我校修读课程的成绩）排名应在本专业本年级具

有我校学籍学生的前 70%以内（以排序时在校正式学籍学生数为基

准）。 

三、综合成绩计算方法 

申请推免的学生在满足学院推免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必须参加

综合排名，以综合成绩高低排序决定。综合成绩由计算学分绩、综

合素质评价成绩两部分加权组成，其中，计算学分绩占 90%，综合

素质评价占 10%。按综合成绩的高低，各专业单独进行综合排名。

如有弃权，名额顺延。 

综合成绩计算方法如下： 

综合成绩=计算学分绩×90%+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百分制）

×10% 

四、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总计 100 分） 

以下各项权重之和 100%，单项内分值可累加，单项内累加至

100 分为止。 

1、特殊学术专长（科研成果、竞赛获奖）（权重 30%）：（1）发

表论文指以第一作者发表本学科相关研究论文（共同一作得分除以

共同一作数量，综述文章减半），根据学院期刊目录 1区、2 区和

其他论文分别得分 100 分、70 分、50 分。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



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国际

赛事参照执行，但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可获得 70-100

分，具体分数视竞赛的属性和影响力由专家审核小组确定。  

2、科研训练表现：国创、市创、百项等科研训练（权重 30%）。参

与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按以下分值计算，获校级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的项目组长得分依次为 100分、80、70、60 分，未获奖但按

时结项的项目组长得分为 50 分（国创项目通过中期考核，项目组长

得 60 分）；组员按照贡献由各项目组自行定义顺序，依次为组长

得分的 0.7/0.5/0.3（第 4 名及以后相同）。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

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省部级赛、校级赛）并获得三等奖

以上奖励，可获得 30-70分，具体分数视竞赛的属性和影响力由专

家审核小组确定。 

3、志愿服务（权重 20%）：  

此部分基础分为 75分，结合学生任职、志愿服务、文体活

动、社会实践、荣誉称号获得情况五个加分项综合考量学生综合素

质发展情况，满分 100 分，每类加分项累计加分不得超过 20 分。 

（1）学生服务（权重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学生服务 

国家级（全国学联等）  7 分 

市级（市学联等）  6 分 

校级、院级 

校级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 5 分 

校级学生组织部长层（正职） 4 分 

校级学生组织部长层（副职） 3 分 

院级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 5 分 

学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4 分 

院级学生组织部长层 3 分 



年级负责人（全职） 2 分 

年级负责人（兼任） 1 分 

班长、团支书、党支部委员 2 分 

其他班委、团支部委员 2 分 

校级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 2 分 

宿舍导师 1 分 

注：1.在学院外任职的学生干部在加分之前需出具学生组织负责人和该组织主管老师关于该  

同学表现的书面材料。  

2.在院内任职学生干部的考评由各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各学生组织自行开展，并出  

具分数建议，报主管老师同意后使用。  

3.学生干部的任职时间：任职时间满四个月，但不满八个月的按半年计算；超过八个月  

的按一年计算。  

4.任职时间不满半年的学生干部不加分；任职时间满半年但不满一年的，最高加分值为  

原最高加分值的一半。  

5.表格所列得为一学年得分，可累计加分，累加加分不超过 20分。 

（2）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权重 40%） 

项目 得分 备注 

校、院支持的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每个实践项目 1 分（队长 1.5 分） 

此暑期社会实践只

经学校、学院认定的

省外暑期社会实践。 

校、院支持的“梦圆南开·心系

母校”社会实践活动 
每个实践项目 0.5 分（队长 1 分）  

居家打卡、阅读书目等社会实践

活动 
每个实践项目 0.25 分  

志愿服务活动 
每累计 4 小时志愿服务 0.5 分（总时长

不足 4 小时的不计分） 

校外志愿服务活动

需由相应单位提供

纸质证明，校外志愿

服务在得分基础上

减半。 

注：1. 社会实践相关获奖情况纳入到荣誉称号获得情况中的“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的，在此

不做统计。 

2 .校外志愿服务项目加分减半，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方面累计加分不超过 40 分。 

（3）文体活动（权重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得分 

体育活动 获奖情况 

国家级 

第一名 5 

第二、三名 4 

第四、五、六名 3 

省市级 

第一名 4 

第二、三名 3 

第四、五、六名 2 

校级 
第一名 3 

第二、三名 2 



第四、五、六名 1 

院级 

第一名 2 

第二、三名 1 

第四、五、六名 0.5 

获奖情况 

国家级 

一等奖 5 

二等奖 4 

三等奖 3 

省市级 

一等奖 4 

二等奖 3 

三等奖 2 

校级 

一等奖 3 

二等奖 2 

三等奖 1 

院级 

一等奖 2 

二等奖 1 

三等奖 0.5 

注：1.国家级与省市级的活动应当是需要经过选拔的项目，所有的加分活动需同学们进入比

赛阶段，以实际参赛为准。 

2.文体类团队项目，人数 2-3 名全员加分按相应分值乘 0.8，人数 3-5 名全员加分按相应

分值乘 0.6，人数 6 名及以上全员按相应分值乘 0.5。 

3.文体活动方面，累计加分不超过 20 分。 

（4）荣誉称号获得情况（权重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优秀集体 

国家级  5 

市级  4 

校级 

周恩来班 3 

先进班集体 2 

团支部标兵 2 

团小组标兵 2 

文明宿舍 1 

寒暑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1（队长 1.5

分） 

院级  1 

优秀个人 

国家级  5 

市级 天津优秀学生、天津市优秀学生干部 4 

校级 

年度人物 3 

青年五四奖章 3 

优秀党员标兵 3 

优秀团干部、团员标兵 2 

学院推荐后，经校级差额评审获得的其 2 



他荣誉称号，一般全校名额为 10 人左

右。  

社会实践优秀个人 0.5 

学院推荐即可得的荣誉称号 0.5 

院级 学年优秀干事 1 

注：1. 若有未涵盖的荣誉称号，可在全面评估该荣誉称号后确定加分数。 

    2. 荣誉称号获得情况方面，累计加分不超过 20 分。 

4、参军入伍服兵役(权重为 10%):按照参军入伍、嘉奖、优秀士

兵、三等功及以上奖励，分别给予 50、60、80、90 分的分数认定，

在旅团级以上比武竞赛中取得优胜或在遂行重大任务中表现优异

的，额外给予 5分加分奖励（可累加，至 100分为止）。 

5、国际交流能力及外语水平（权重 10%，累计最高 100分）：大学

期间海外高校研修三个月以上即可获得 100 分；在正式国际组织中

一周以上实习经历即获 100分。英语水平分值=[（大学英语六级考

试成绩-500)/100]×40+60（适用于 425分及以上，成绩低于 425 分

不予加分）。 

注：在评价过程中学院不再组织遴选推免生的考试（包括笔

试、面试等）。 

五、其他 

1. 所有申请免试推荐的学生需提供一封由学院具有博导资格的

教师签字出具的推荐信。 

2. 综合素质考核期间在境外进行公派国际交流的学生，可报名

参加推免考核，但必须提交相关材料，并参加综合素质考核的全过

程（可远程）。 

3. 为了保证选择保外的学生能够被接收单位顺利录取，并省去

复试环节，鼓励学生尽量通过英语六级，参加接收单位举行的夏令



营并获得优秀营员资格。 

4. 凡获得免试推荐资格的学生，一旦签字确认后不得以任何理

由放弃推荐资格。 

5. 获免试推荐资格的学生不批准办理出国留学相关手续（参与

百人计划者除外）。 

6. 其他未列出的情况，参照南开大学相关文件执行。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