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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奖助学金范围：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录取类

别为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档案及工资关系已转入山东大学、无固定

工资收入）在学研究生（规定学制年限内）。

（外国留学生、港澳台、少民、强军）

研究生出境、出国培养期间助学金发放：

自2014级起，研究生出境、出国培养期间（半年及以上），采取

补贴学费形式，继续发放助学金，博士生标准为1000元/月，硕士生

标准为800元/月，每年按10个月发放。





“助研”奖学金：

2012级本科直博：1500元/月

2013级普通博士：1500元/月

2011级硕博连读：400元/月（延期）

学制：

硕士生：两年-三年

博士生：两年（八年制5+1+2）；三年（硕博连读）；

        四年（普通博士）；五年（本科直博）









研究生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博：2013-2016级非在职 ＋ 2013-2016级非在职少民

 硕：2014-2016级非在职 ＋ 2013-2016级非在职少民＋2010七年制

优秀/科研成果：

 博：2013级非在职 ＋ 2013级非在职少民

社会实践奖学金：

 博：2013级非在职 ＋ 2013级非在职少民

 硕：2013级非在职少民 ＋ 2014级支教 ＋ 2014-2015级保资

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

 博：2013-2015级全体

 硕：2014-2015级全体



社会奖学金：

 博：2013-2015级非在职 ＋ 2013-2015级非在职少民

 硕：2014-2015级非在职 ＋ 2013-2014级非在职少民

学业奖学金：

 博：2014-2016级非在职 ＋ 2014-2016级非在职少民

     ＋ 2014-2016级在职少民

 硕：2014-2016级非在职 ＋ 2014-2016级非在职少民

     ＋ 2014-2016级在职少民 ＋ 2014-2016级强军

 *除校长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山东大学（威海）均未占指标，由其根据济南校区比例自行评比，

 发放相关奖学金。





      参评范围：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档案及工资

关系已转入山东大学、无固定工资收入）在学研究生（规定

学制年限内）。硕博连读研究生第一二学年按硕士研究生参

评，第三至五学年按博士研究生参评；本科直博研究生按博

士研究生身份参评。“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及签订在职协

议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可参与学业奖

学金、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评比；2010级七年制学生第七

年按硕士研究生身份可参与国家奖学金评审。



 不能参评：参评学年

（1）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者；

（3）培养计划所修课程单科成绩不及格者；

（4）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

（5）因私出国、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者；

（6）未按时交纳当年学费或住宿费者。



      按照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参评研究生人数进行奖学金名

额分配，并对争取社会奖学金的培养单位，根据协议从名额

分配等方面进行倾斜。







奖学金评奖条件、科研成果认定：

按照《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办法（试行）》(山大学字〔2014〕27号)

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奖学金评审细则执行。

申请各类研究生奖学金，科研成果均不允许重复使用（校长奖学金除外）；

博士研究生只可使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成果；硕士研究生只可使用攻读硕士

学位期间获得的成果；硕博连读研究生第一二年按照硕士生身份参评、第三至五年

按照博士生身份参评；本科直博研究生以博士生身份参评；

共同第一作者的成果用于申请奖学金时，要在系统成果录入界面“备注”栏中注明

第一作者的排名（如1/2，即两位第一作者，本人排第一），该成果是否已申请过

奖学金；

成果用于申请奖学金时，要在系统成果录入界面“备注”栏中注明每篇文章字数

（英文文章注明单词数）；

校长奖学金科研成果必须正式公开发表 (不允许使用清样、录用通知等)，第一单

位必须是山东大学，研究生必须是第一作者。



校长奖学金推荐人必须获得同一培养阶段（博士生/硕士生）国家奖

学金；

提前通过英语考试的研究生，英语成绩不受限制；

优秀研究生干部按照《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要求进

行评选，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同时获得研究生优秀干部奖学金。

光华奖学金适当优先考虑少数民族研究生，对成绩和科研成果的限

制可适当放宽。

华为奖学金优先考虑参加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我校共同组织的实践

活动，且表现优良的研究生。



华为提供实习名单：



研究生奖学金材料报送

校长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其他奖学金



Ø 研究生培养单位：

1.     基层单位2016年度

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名单



2.《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实评情况汇总表》 

                                            纸质版一份

  



3.《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者汇总表》

                                           纸质版一份



4.《山东大学2016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汇总表》纸质版一份

5.《山东大学2016年度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汇总表》纸质版一份



6.《山东大学2016年度博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名单汇总表》纸质版一份

7.《山东大学2016年度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名单汇总表》纸质版一份



Ø 推荐人：

1.《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审批表》 A4纸正反面打印，纸质版一份

（正面）

  



1.《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审批表》 A4纸正反面打印，纸质版一份

（反面）

  



2.《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者成果清单》

                                 （若申报成果超过三项）纸质版一份



特殊情况：

宝钢奖学金要求寄送材料时间为10月12日，因此请相关培养单

位通知获奖研究生务必于10月10日下午15:00至学工部录入申报

信息，同时提供2寸近期免冠彩色头像照三张。

国际教育学院、艺术学院、微电子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体育

学院、海洋研究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护理学院，各单位可

推荐一名博士研究生参与三个名额的国家奖学金评审。请通知

推荐人本人务必于10月13日至研工部报送相关材料，要求同校

长奖学金。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因参评硕士生仅7人，合并至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共同评审硕士生国家奖学金。



强调：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拟获奖者名单，在学校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相关

拟获奖研究生《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审批表》和《山东大学

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者成果清单》经学校审核盖章，由研究生培养

单位放入相关研究生人事档案。

其他各类研究生奖学金获奖者的《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审批表》

和《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者成果清单》，在提交材料当天

经研工部审核盖章后，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放入相关研究生人事档案。



Ø 研究生培养单位：

《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申请者汇总表》纸质版一份

Ø 推荐人：

1.《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审批表》 A4纸正反面打印，纸质版一份。

2.《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成果清单》纸质版原件一份。

3.全部科研成果原件(按照重要顺序标注编号)，若部分杂志或期刊无法提供原件，

则需导师、书记分别在成果打印件（封面、目录、全文）首页签字，每页盖章。

4.上一学年必修课成绩单原件一份，或上一学年无必修课证明。

  每名推荐人的申请材料须单独装入档案袋，并将《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校

长奖学金申请者材料封面》贴于档案袋封面。

Poster一份(电子版，大小180cm×80cm，分辨率设置100以上，jpg格式)



强调：

报送成果材料必须为原件，若为打印件注意签字盖章。

由系统自动导出的表格若出现修改，修改处必须盖章。

严格科研成果审核，明确收录方式及影响因子。

为便于各项科研成果的审核，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最好派校

长奖学金推荐人之一报送校长奖学金申报材料。

校长奖学金材料报送时间：

     预计11月上旬







研究生奖学金系统使用

国家奖学金及其他各类研究生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培养单位
通过“研究生工作-学业奖学金维护”，可批量或单个查询研究生
信息填写学业奖学金获奖额度，若超出学校分配奖学金额度，系
统会自动给出提示。



  学业奖学金信息录入完成后，需通过“下载博士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名单”、“下载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下
载博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名单”、“下载硕士研究生新
生学业奖学金名单”打印四类汇总表。





Ø研究生首先通过“个人信息管理—学生表现信息”，对

要用于奖学金评比的科研成果进行录入。

1．研究生

一．研究生科研成果录入及审核



共同第一作者的成果用于申请奖学金时，注明第一作

者的排名（如1/2，即两位第一作者，本人排第一），

该成果是否已申请过奖学金；

注明每篇文章字数（英文文章注明单词数）。



选择作者位次，作者姓名编号需点击    进行查询

Ø 在查询出的结果列表中直接点击姓名即可。填写完成后点击“添加”

按钮。

Ø 完成后点击“返回”，回到最初的页面即可看到添加的论文信息。

Ø 同样方式可以添加发表专利、专著、参与项目、成果奖励等信息。



2．研究生培养单位

  通过“培养管理—学生查询”，对申请奖学金的研究生科研

成果进行审核。

点击“审核成果信息”，对研究生提交的科研成果进行审核。





  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通过的成果，研究生不允许进行修改和删除，

但未审核和审核不通过的论文，研究生可以继续修改或者删除。

1．研究生



Ø 科研成果信息由研究生培养单位（D01账号）审核通过后则不

允许进行修改和删除。只有审核通过后的科研成果可以用于

奖学金申请，并会自动计入申请奖学金各项成果数量，在成

果清单中显示出来。成果申请奖学金所使用科研成果不可作

为代表性成果用于新奖学金申请。

注：学院秘书（A01账号）也可审核研究生科研成果信息，但只

用于研究生毕业审核，不能用于奖学金申请。



二．研究生奖学金申请及审核

 1．研究生
Ø 研究生通过“研究生工作-申请奖学金”，开始申请奖学金。



通过“申请奖项”选择申报的奖学金；通过“点此编辑使用的论文”，

选择用于申报奖学金使用的三篇或三篇以内代表性成果。



在引用的代表性论文前打钩，点击“引用论文参评奖学金”。

申请校长奖学金的成果必须是
正式公开发表、第一单位必须
是山东大学、研究生必须是第
一作者，必须是本培养阶段的
成果；
其他奖学金成果条件放宽至清
样、研究生第二作者，但第一
单位必须是山东大学。



专著、专利、参与项目等科研成果添加与论文添加相同。

  检查“申请奖项”和“使用的代表性科研成果”是否添加正确，

点击“最终提交”，完成申请，学院才能对申报的奖学金进行

审核。



  若研究生继续提交其他奖学金申请，则系统自动根据学校《关

于评审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的通知》规定，对不能

重复兼得的奖学金进行限制，显示下面界面：



  研究生通过“研究生工作-查看个人奖学金申请”，可查看目

前奖学金申请处于何种状态。

当奖学金申请状态为“等待

学院审核”，可“修改”

或“取消当前申请”

当奖学金申请状态为“等待学校审核”、

“学校审核通过”或“学校审核不通过”

时，不能“修改”或“取消当前申请”

原因：研究生提交奖学金申请

时没有点击“最终提交”。



  通过“研究生工作-查看奖学金名额分配”，查看当年度学校

分配的各类奖学金名额：

2．研究生培养单位



通过“研究生工作-审核奖学金申请”，对研究生的奖学金申请进行审核。

Ø 可通过“详细”按键查看研究生的具体申请信息，若审核“不通过”

则研究生在其账户“查看个人奖学金申请”的页面中，“审核状态”

显示为“学院审核不通过”。

Ø 因为学院审核通过奖学金后任何信息均不允许进行修改，需严格审查。



Ø 通过“研究生工作-查看已审核的奖学金申请”，可查看学
院已审核过的研究生奖学金申请信息。

Ø 学院审核“通过”，“申请状态”显示“等待学校审核”，
当学校审核通过后，此处显示“学校审核通过”。



1．研究生
奖学金申请状态显示为“学院审核通过”后需打印三张表：

《审批表正面》、《审批表反面》、《个人成果清单》。

审批表正面：



审批表反面（只显示三篇或三篇以内代表性成果）：



个人成果清单（用于申报奖学金的所有科研成果）:



Ø 研究生报送奖学金材料时包括上一学年必修课成绩单，由各
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从系统中导出，并签字盖章。

Ø 若申请奖学金的研究生上一学年无必修课，可通过“培养管
理-下载上学年无必修课证明-下载上学年无必修课证明”，
代替成绩单。

  上一学年若有必修课，

则此菜单会出现提示：



2．研究生培养单位

  各类奖学金评比完成后，需通过“研究生工作-审核奖学金
申请”打印相关报送表格。



第一阶段：

《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者汇总表》



第一阶段：

《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奖学金实评情况汇总表》



第二阶段：

《山东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申请者汇总表》



Ø  SCI期刊来源查询：

山大网站-图书馆-资源-电子期刊-西文- Web of Science

Ø  EI期刊来源查询：

山大网站-图书馆-资源-电子期刊-西文- Engineering Village 2

Ø  CSSCI、CSSCI扩展版、核心A类、核心B类等期刊来源查询：

山大网站-图书馆-交流-期刊收录来源

Ø  人文社科类杂志影响因子：

山大网站-图书馆-资源-电子期刊-中文-中国（CNKI）学术文献总库-

特色导航-期刊大全



U-JIF=

MS-JIF=

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复合影响因子 U-JIF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

综合影响因子 MS-JIF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

复合统计源文献

综合统计源文献

博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

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

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

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工作研究类期刊

引用人文社科期刊的科技类基础研究、

技术研究、技术开发类期刊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