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泰州学院委员会文件
泰院委发〔2020〕29号

关于印发《泰州学院第二课堂素质拓展课程 学分认定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泰州学院第二课堂素质拓展课程学分认定实施细则（修 

订）》已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希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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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院第二课堂素质拓展课程 

学分认定实施细则（修订） 

 

为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素质拓

展课程（以下简称“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深入推进

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工作，促进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个性发展，切实做好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第二课堂学分的认定工

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第二课堂的课程、学分和成绩等级设置 

第一条  第二课堂是指由学校组织或认可的，在常规课堂教

学、实习、实验等以外所开展的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想道德、文

体艺术、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组织管理、职业技能等素质的各

类活动课程，是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程。第二课堂的课程、

学分和成绩等级设置经学校教务处审核，纳入本科生培养方案管

理。 

第二条  第二课堂素质拓展课程分为综合与专长素质拓展、

社会实践素质拓展、组织与职业活动素质拓展等三门课程，共计

8 个学分，其中：综合与专长素质拓展课程修满 100 实践学时（且

部分指定课程修满规定的最低实践学时），计 5 个学分；社会实

践素质拓展课程修满 40 实践学时，计 2 个学分；组织与职业活

动素质拓展课程修满 20 实践学时，计 1 个学分。修满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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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学分是本科生毕业的必备条件，学生在常规学制期间如未

能修满规定学分，可在最长学习年限内进行补修。 

第三条  素质拓展课程成绩在第七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提

交至教务处。在综合与专长素质拓展、社会实践素质拓展、组织

与职业活动素质拓展等三门课程均修满规定实践学时的前提下，

第二课堂总实践学时达到 160 个，等级为合格，成绩计为 85 分；

达到 200 个，等级为良好，成绩计为 90 分；达到 240 个，等级

为优秀，成绩计为 95 分；大一至大三学年，某一单项或累计实

践学时未满足最低要求的，课程不合格，成绩计为 55 分。课程

初评不合格者，可在毕业学年的 6 月份前补修，在补足所缺实践

学时后该课程合格，成绩计为 80 分。 

第二章  第二课堂实践学时、学分和成绩等级认定方法 

第四条  学校成立第二课堂工作小组，组长由分管共青团工

作和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教务处、科研处、学工处、

团委负责人组成，负责第二课堂相关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工作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团委，负责处理第二课堂实施日

常事务。 

第五条  第二课堂实践学时、学分和成绩等级认定依托大学

生成长服务平台 Pocket University（以下简称“PU”）实施，记录

在“第二课堂成绩单”上。 

第六条  第二课堂实践学时的认定工作由校院两级共青团

组织按照审核权限负责，认定权限与课程实施管理权限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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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谁实施、谁管理、谁认定”。原则上，团支部（班级）、院级

活动（包括学院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实施和

学时认定由学院团总支负责，校级及以上活动实施和学时认定由

校团委负责。第二课堂的学分和成绩等级由学院团总支根据学生

累计的实践学时予以初审，校团委审定。 

第七条  第二课堂的综合与专长素质拓展课程中除各类比

赛、研究项目、学术作品、专利外，所有活动均须通过 PU 系统

发布、报名、签到、考核，自动计算实践学时。非 PU 系统发布

实施的课程，其实践学时由学生在 PU 系统线上申请，每年 4 月、

10 月 PU 系统实践学时申请功能开放。 

第八条  学生在第二课堂课程参与或实践学时申报中存在

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双倍扣减虚报学时；情节恶劣或两

次以上（含两次）弄虚作假的，视为作弊，按照学校的相关纪律

规定给予处分。 

第九条  建立课程学习预警机制。每学期第一周统计每位学

生实践学时完成情况；对未完成各阶段学习要求的进行书面告知

和预警，由学院团总支负责制定帮扶计划并实施。 

第三章   第二课堂实践学时评定标准及依据 

第十条  综合与专长素质拓展课程 

  1. 学生参与 PU 平台素质拓展活动，包括“阳光引航”思想引

领活动、“阳光讲堂”人文科学素质讲座、“阳光增彩”文化艺术活

动、“阳光身心”健康教育活动、“阳光科创”创新创业活动、“阳



- 5 - 

光志愿”社会服务活动及其他活动，班级支部（社团）、院级、

校级及以上活动分别计 1、2、3 实践学时/次。其中，“阳光引航”

思想引领活动、“阳光讲堂”人文科学素质讲座分别不少于 15 实

践学时，“阳光身心”健康教育活动、“阳光志愿”社会服务活动分

别不少于 10 实践学时。在校期间课外活动参与类所获实践学时

不得少于 60 个，且 100 个学时封顶，每学期最多记录 30 个学时。 

2. 学生参加校级文化艺术竞赛和专业技能竞赛，获得特等

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分别计 14、12、10、8 实践学

时/次，未获奖的其他参赛者计 6 实践学时/次，参加院级、市级、

省级、国家级、国际级竞赛获得相应奖项及未获奖的其他参赛者

所计实践学时分别乘以 0.5、1.5、2、4、6 倍系数。学生在校期

间举办个人艺术展的，所计实践学时为相应级别竞赛的一等奖所

对应的学时，参加集体展览的实践学时减半。评定依据为获奖证

书原件及扫描件、有效的参加比赛或展览证明。同一时段同一成

果获不同级别或同一级别的不同类奖项，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认

定。 

3. 学生参加校级体育竞赛，获得冠军、亚军、季军、第四

至八名的，分别计 12、10、8、6 实践学时/次，未获奖的其他参

赛者计 5 实践学时/次，参加院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国际

级竞赛获得相应奖项及未获奖的其他参赛者所计实践学时分别

乘以 0.5、1.5、2、4、6 倍系数。评定依据为获奖证书原件及扫

描件、有效的参加比赛证明。同一时段同一成果获不同级别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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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别的不同类奖项，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认定。 

4. 学生参加校级创新创业竞赛，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的，团队第一负责人分别计 30、25、20、15 实践

学时/项，其他团队成员实践学时减半计算，未获奖的其他参赛

者计 6 实践学时/次，参加院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国际级

竞赛获得相应奖项及未获奖的其他参赛者所计实践学时分别乘

以 0.5、1.5、2、4、6 倍系数。评定依据为获奖证书原件及扫描

件、有效的参加比赛证明。同一时段同一成果获不同级别或同一

级别的不同类奖项，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认定。 

5. 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其他研究项目

并结题，国家级项目、省级项目、校级项目主持人分别计 50、

30、15 实践学时/项，其他项目组成员实践学时减半计算。评定

依据为项目立项、结项证明原件及扫描件。同一时段同一成果获

不同级别或同一级别的不同类奖项，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认定。 

6. 学生在校期间出版、发表以“泰州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

的专著、论文（文艺作品），出版专著、在国际核心刊物、国际

一般刊物、国内权威刊物、国内核心刊物、国内一般刊物公开发

表论文，第一作者分别计 90、90、60、60、40、30 实践学时/

篇；如有多位作者，按照排名顺序依次递减 10 实践学时/篇，最

少计 10 实践学时/篇；发表文艺作品实践学时减半。评定依据为

刊物原件、论文（作品）发表页 PDF 文件及中国知网等网站搜

索结果。同一时段同一成果获不同级别或同一级别的不同类奖



- 7 - 

项，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认定。 

7. 学生在校期间取得以“泰州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专利

证书，第一专利人按照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分别计

80、50、30 实践学时/项。如同一授权的获得者为多人，按照排

名顺序依次递减 10 实践学时/项，最少计 10 实践学时/项。若专

利申请予以受理但未获得专利授权证书的，实践学时减半计算。

评定依据为专利授权证书或受理证明。同一时段同一成果获不同

级别或同一级别的不同类奖项，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认定。 

8. 学生在校期间出国出境或到国内其他高校交换学习的，

按每学期 20 个实践学时予以认定。评定依据为学院相关证明。 

  第十一条  社会实践素质拓展课程 

  1. 寒暑假自主参加实践或参加院级、校级、省级、国家级

社会实践满 2周时间，且完成 1篇合格的实践总结或调研报告的，

分别计 15、15、20、25、30 实践学时。评定依据为实践日志、

实践总结或调研报告。 

2. 寒暑假社会实践中个人获院级、校级、省级、国家级表

彰的，分别加 4、6、10、20 实践学时。集体获表彰的，其成员

按上述标准减半增加实践学时。评定依据为表彰文件或获奖证书

原件、扫描件。 

3. 学生在校期间注册工商企业开展创业实践并维持运行一

年以上的，计 40 实践学时；学生自主创业项目入驻校级及以上

创业园，项目运行一年以上，计 20 实践学时。评定依据为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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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和企业财务报表、创业园证明。 

  第十二条  组织与职业活动素质拓展课程 

  1. 担任团支委、班委、校院两级学生组织各部副部长或委

员、学生社团骨干（不超过社团注册人数的 10%），团支书、班

长、校院两级学生会各部部长、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学院团总

支兼职副书记、院级学生组织主席团，校团委兼职副书记、校级

学生组织主席团，市级以上学联负责人，经考核合格，分别计 4、

6、8、10、12 实践学时/学期。非前述人员的学生，参与团支部、

班级、社团、院校两级学生组织活动的组织工作并完成工作任务

的，计 2 实践学时/次。所在组织获院级、校级、市级、省级、

国家级表彰的，获奖学期时任负责人（学生会部长及以上负责人、

团支部支委会成员、班级班委会成员、社团正副社长）的实践学

时分别乘以 1.2、1.5、2、2.5、3 倍系数，组织其他成员分别加 1、

2、3、4、5 实践学时/人。评定依据为团支部、班级、学院团总

支、校团委证明，表彰文件或证书。同一时段同一类别集体表彰

取最高一项认定。 

2. 在大学生艺术团、校园广播站服务满 1 年、2 年、3 年，

并经考核合格的，计 5、10、20 实践学时/人。评定依据为艺术

团、广播站证明。 

3. 在校期间获得各类专业技能与职业资格证书，除全国英

语四级、计算机一级或二级、专业英语四级等作为毕业条件的基

础证书不予认定外，计 3 个实践学时/项。证书类别由各学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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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校团委审定。 

4. 本类别在第七学期统一申报并认定。 

第十三条  开展本章所列课程活动以外的其他有利于拓展

学生素质的活动，经活动管理权限所属团组织申请，由学校第二

课堂工作小组决定活动的课程类别归属、实践学时值和评定依

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开始实施，《泰州学院第二

课堂素质拓展课程学分认定实施细则（试行）》（泰院委发〔2017〕

17 号）同时废止；已经按原文件规定审核完结的实践学时不变，

发文时尚未申报的实践学时以新文件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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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泰州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7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