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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职研〔2018〕3 号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关于印发

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处室院部：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已经

学校学术委员会修订、党委审议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201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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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广泛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科研积极性，增强竞争

意识、创新意识，促进人才成长，促进学校教育教学、科研水平

的提高，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全校教职员工。

第三条 设立科研项目奖、著作出版奖、科研论文及作品发

表奖和教学质量工程成果奖等。

第四条 奖励基金列入学校年度事业经费预算，奖励以现金

形式造表发放。

第二章 科研项目奖

第五条 科研项目立项

（一）国家级项目

以立项经费数额为基数（不足 1 万元按 1 万元计），每项按

基数的 30%计奖，对第一负责人、第二负责人、第三及以后的负

责人按 2∶1∶1……的比例计发。

（二）省部级项目

以立项经费数额为基数（不足 1 万元按 1 万元计），每项按

基数的 20%计奖，对第一负责人、第二负责人、第三及以后的负

责人按 2∶1∶1……的比例计发。

若获得立项的项目没有上级经费资助，项目结题后按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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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经费额度报销经费。

（三）市级、校级项目，不予奖励。

第六条 科研项目结题

（一）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结题，通过了相应级别的鉴定，

按项目经费数额的 20%计奖，对第一完成人、第二完成人、第三

及以后完成人按 2∶1∶1……的比例计发。

（二）市级、校级项目结题后，按下列标准报销项目经费：

重点项目 5000 元，一般项目 2000 元，自研项目经费自筹。

第七条 科研项目获奖

（一）获国家级奖励

上级所发奖金，对第一完成人、第二完成人、第三及以后完

成人按 2∶1∶1……的比例计发；学校给予上级奖金额 2 倍的配

套奖励（额度若低于学校奖励标准，则按学校奖励标准给奖）。

上级仅颁发获奖证书未发放奖金，则执行学校奖励标准：一等奖

10000 元，二等奖 5000 元，三等奖 2000 元。

（二）获省部级奖励

上级所发奖金，对第一完成人、第二完成人、第三及以后完

成人按 2∶1∶1……的比例计发；学校给予上级奖金额 1 倍的配

套奖励（额度若低于学校奖励标准，则按学校奖励标准给奖）。

上级仅颁发获奖证书未发放奖金，则执行学校奖励标准：一等奖

5000 元，二等奖 2000 元，三等奖 1000 元。

第三章 著作出版奖

第八条 个人学术专著，10 万字以内，6000 元/部；10 万

至 20 万字，8000 元/部；20 万字以上，10000 元/部。



- 4 -

第九条 非教材类个人独立编（译）著，按个人学术专著的

60%计奖；教材类独立编著，按个人学术专著的 50%计奖。

第十条 合作编（译）著，按个人学术专著的 50%计算奖金

总额。其中主编按照奖金总额的 50%计发，副主编按照奖金总额

的 30%计发，其他编者按照奖金总额的 20%计发。若主编人数多

于副主编人数，则副主编人均奖金按主编人均奖金的 60%核算。

对第一主编（副主编）、第二主编（副主编）及以后按 2∶1∶1……

的比例计发，其他编者平均核算。

第十一条 著作修订，按照著作出版的 30%计奖。

第四章 科研论文及作品发表奖

第十二条 论文发表

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500 元/千字，每篇论文保

底奖金 3000 元；在国家级普通刊物及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元/千字，每篇论文保底奖金 450 元；在地市级刊物上发表

论文，100 元/千字，每篇论文保底奖金 300 元；在《潜江教育》

《潜江日报》等市级刊物和《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学报》上发表论

文，每篇论文奖金 200 元。

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和湖北日报外，在同等

级周报、日报上发表的论文，在内刊或正式刊物的增刊上发表的

论文及入集的论文，均降级计奖。

对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第三及以后作者按 2∶1∶1……的

比例计发。

刊物级别的认定参照论文发表年度的中国核心期刊网数据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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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作品（含新闻作品）发表

国家级 300 元/件，省级 200 元/件，市级 100 元/件。

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结集出版，作品数 30 件及以下，2000 元

/集；30 件以上，4000 元/集。

第十四条 论文及作品获奖

国家级一等奖 2000 元，二等奖 800 元，三等奖 400 元。

省级一等奖 800 元，二等奖 400 元，三等奖 200 元。

市级一等奖 200 元，二等奖 100 元，三等奖 50 元。

第五章 教学质量工程成果奖

第十五条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奖励个人（团队）

30000 元；二等奖，奖励个人（团队）20000 元；三等奖，奖励

个人（团队）10000 元。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奖励个人（团队）15000 元；二

等奖，奖励个人（团队）10000 元；三等奖，奖励个人（团队）

5000 元。

第十六条 专业建设

国家级重点专业、品牌专业、特色专业等验收通过，奖励建

设团队 20000 元；省级重点专业、品牌专业、特色专业等验收通

过，奖励建设团队 10000 元。

第十七条 课程建设

国家级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视频公开课等验收通过，

奖励建设团队 20000 元；省级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视频公

开课等验收通过，奖励建设团队 10000 元。

第十八条 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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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团队验收通过，奖励建设团队 20000 元；省级教

学团队验收通过，奖励建设团队 10000 元。

第十九条 教学比武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奖励个人 10000 元；二等奖，奖励个人

5000 元；三等奖，奖励个人 2000 元。

获得省级一等奖奖励个人5000元；二等奖奖励个人2000元；

三等奖奖励个人 1000 元。

以上教学比武应为学校推荐教师参加的，由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相关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类比赛活动。

相关学会或者联盟组织举行的此类比赛活动，经学校研究同意参

赛的，国家级降级奖励，省级降等奖励。

第二十条 辅导学生

（一）辅导学生参赛

1．职业技能竞赛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10000 元；二等

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50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

队）2000 元。

获得省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5000 元；二等奖，

奖励辅导教师（团队）20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

1000 元。

2．非职业技能竞赛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2000 元；二等

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10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

队）500 元。

获得省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1000 元；二等奖，



- 7 -

奖励辅导教师（团队）5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

300 元。

获得市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300 元；二等奖，

奖励辅导教师（团队）2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

100 元。

3．大学生艺术节及大学生朗诵大赛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8000 元；二等

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40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

队）1000 元。

获得省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4000 元；二等奖，

奖励辅导教师（团队）10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团队）

500 元。

4．由学校按有关部门要求组织学生在校内以试题形式参赛，

并且奖项按照一定比例产生的各类竞赛，按以下标准奖励：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 600 元；二等奖，奖励辅

导教师 4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 200 元。

获得省级一等奖，奖励辅导教师 400 元；二等奖，奖励辅导

教师 200 元；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 100 元。

5．由省和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所属二级单位（机构）组织的

竞赛活动，国家级降级奖励，省级降等奖励。

（二）辅导学生发表作品

辅导学生发表作品，国家级 200 元/件，省级 100 元/件，市

级 50 元/件。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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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以下情况不适用于本办法：

1. 未按学校要求办理申报审批手续、未经学校批准自行参

加，或公开出版物未注明“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2. 竞赛参赛队（作品）与奖项设置数量相同或少于奖项设

置数量。

第二十二条 奖励标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执行以下规定：

1. 同一成果不得重复申报，提升级别的实行差额补发。

2. 公开出版物原则上只奖励第一单位署名为江汉艺术职业

学院的成果。署名为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但有外单位人员参与的，

则只按我单位人员的实际工作量计算奖金。

3. 参赛成果获奖时间及奖励等次的认定，以主办单位的发

文或获奖证书为准。获奖等级如设置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或金奖、银奖、铜奖，则按特等奖、金奖对应一等奖标准

进行奖励，依此类推其他等次进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事宜由学校学术委员会研究

决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江汉艺

术职业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