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教育部年度（季度）绩效考核表

姓名： 教研室： 考核时间：

一、综合表现考核

序号 项目名称 分值 具体内容 自评得分 考评小组

确认得分

1

工作综合评价 20

劳动纪律（40%）；工作能力（30%）；

工作态度（20%）；创新精神（10%）。

参照学院参照学院综合考评指标评

分细则执行。

二、教学工作量（岗位职责）考核

序号
项目名称 分值 具体内容

自评得分 考评小组

确认得分

2 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第

4、1季度依据第一学期工

作量考核，第 2、3季度季

考核依据第二学期工作量

考核）

学期工作量=高职+成教+

社招+网络选修学期工作

量

工作量按任务书上课时*

合班人数系数*送教上门

系数*难度系数（社招），

网络选修课按实际认定的

计算

82

季度:该季度所在学期满120学时得

指标分 70 分，因个人原因学时不满

120 学时，该项不得分。其他客观原

因导致工作量不满 120 学时最多得

60 分。每超 5学时增加 0.5 分，加

分总分最高不超过 12 分。（年度满

240 学时得指标分 70 分，因个人原

因学时不满 240 学时该项不得分，

其他客观原因导致工作量不满 120

学时最多得 60 分；每超 10 学时增

加 0.5 分，加分总分最高不超过 12

分）

3

教学综合干事、心理专责
82

按完成岗位职责完成情况得分，满

分70分。承担教学工作量加分标准，

参照专任教师超工作量加分标准执

行。

三、质量工程建设、教科研工作考核

序号
项目名称 分值 具体内容

自评得分 考评小组

确认得分

4

承担省级质量工程建设项

目/省教育厅、省公司科

研、创新管理项目（立项）

12

不同项目可以累加计算；立项（季

度）年度主要负责人得 8 分，其余

参加者加 2 分；建设期内，年度项

目总体得分 8 分，其中负责人至少

占 50%，其余参加者分值由负责人

确定。（建设期内季度不得分，建设

期指超过两年期的项目除立项当年

以外的年度）

5 院级建设项目（单独立项

教科研项目）、中心管理创

新项目

5

不同项目可以累加计算；立项（季

度）年度主要负责人得 4 分，其余

参加者加 1 分；建设期内，年度项



目总体得分 4 分，其中负责人至少

占 50%，其余参加者分值由负责人

确定。（建设期内季度不得分）

6

论文发表/获得专利 10

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独著或第

一作者加 10 分，其他作者加 2分；

获得专利：独立申报或排名第一加

5 分，其余加 1 分；其他公开出版

物发表论文：独著（第一作者）加

3分，其余加 1分。此项可累计。

7

正式出版教材 10

主编：8 分(若有多人主编，有第一

主编负责分配）；参编根据撰写章节

1 章 2 分，最多不超过 4 分，不同

教材可累计。

8
教学使用讲义的编写（校

本）
5

学校印刷，且在教学中使用。主编

5分，参编根据撰写章节 1章 1分，

最多不超过 2 分，不同教材可累计。

9

撰写课程标准等教学文件 2

撰写课程标准或部门相关教学管理

及流程的文件 1 分，修订 0.5 分，

可以累计。

10

教学成果奖励 6

获省级教学科研成果奖负责人加 6

分，参与者加 3 分；获院级教学成

果奖负责人加 3 分，参与者加 1.5

分。不同项目可以累计。

11 教学中有效落实贯彻“课

程思政”的原则
4 根据完成情况加 2-4 分

四、 师资队伍建设考核

序号
项目名称 分值 具体内容

自评得分 考评小组

确认得分

12
职称晋升 10

晋升为中级：2 分；晋升为副高级：

5分；晋升为正高级：10 分

13

教师参加国家、省（院）

级各类教学（技能等方面）

竞赛

18

国赛：参加者加 10 分，获一等奖另

加 8 分，二等奖加 6 分；三等奖 5

分。省赛：参加者加 5分，获一等

奖加 6 分，二等奖 5 分，三等奖 4

分。 院赛：参加者加 3 分，获一等

奖加 4 分，二等奖 3 分，三等奖 2

分 。（所有赛项均按项目计算，同

一项目取最高奖。有多名教师参赛

的同一项目，由排序第一的教师进

行分配）

14

教师指导学生竞赛参加国

家、省（院）级各类技能

大赛

18

国赛：指导教师加 10 分，获奖获一

等奖另加 8 分，二等奖加 6 分；三

等奖 5 分。省赛：指导教师加 5分，

获一等奖加 6 分，二等奖 5 分，三

等奖 4 分。 院赛：指导教师加 3



分，获一等奖加 4分，二等奖 3分，

三等奖 2分 。（所有赛项均按项目

计算，有多名教师指导的同一项目，

由排序第一的教师进行分配；另同

一时间参加的同一类别的赛项，取

最高奖项加分）

15
获省（院）级各类荣誉表

彰
5

省级（省公司）综合奖项：5 分，

单项奖项 3 分；院级综合奖项：2

分，院级单项奖励 1 分。

16

参加各类培训（开展调研） 3

参加各类培训（调研），按时上交各

类调研和培训材料（获得证书）加

1分（超过 7天以上省培等项目加 2

分），部门示范课及教学研究主题发

言，每次加 2 分，调研成果或培训

成果在全校共享（开展讲座）的，

每次加 3 分

17 院级教学运行各项检查

和督导通报中获书面表扬
2

在院级教学运行各项检查和督导通

报中，获书面表扬的，加 2 分

五、其他工作量考核

序号
项目名称 分值 具体内容

自评得分 考评小组

确认得分

18
开发培训项目、参与培训

项目管理、授课
12

培训市场开发，每项加 6 分，参与

培训项目管理、授课根据工作量每

项加 1-5 分。可累计。

19 组织学院学生的技能大赛

或各类比赛
4

活动负责人加 2 分，参与教师加 1

分

20 承担院级督导工作 2 承担院级督导工作教师加 2 分

21

指导学生社团建设 2

社团指导教师年度加 2分，季度：

指导学生开展活动（有计划书、活

动记录和总结），每次计 0.5 分。

22
承担社会服务工作 2

由学院安排，承担一项得 1 分，可

累计

23
兼职实验室管理 4

年度：4 分；季度：根据工作量加

1-3 分。

24

兼职安全管理员/固定资

产管理
3

安全、固定资产管理员年度加 2-3

分（部门安全、固定资产管理员 3

分，其他 2分）；季度根据工作量加

1-2 分。

25 撰写宣传稿件/部门宣传

材料等
2

稿件在校园网发布，每篇 0.5 分，

可累计

26 承担教研室主任 5 按要求按时完成各项工作得 5 分

27

完成教研室工作 2

每季度教研室常规工作共 6 分，由

教研室主任根据具体工作任务将其

分配给教研室教师，每人最高不超

过 2 分。



28 数据平台填报 1 填写规范、及时得 1 分

29

承担党务或工会委员（小

组长）工作；支部安排的

兼职工作；参加学院工会

或支部举办的院级活动

6

根据工作量工作年度加 1-4 分（组

织委员年度 4 分，季度 3 分；党小

组长年度 2 分，季度 1-2 分）；支部

安排的额外工作（如信息化、标准

化建设，支部记录等）根据工作量

季度加 1-2 分；参加学院工会或支

部举办的院级活动每次 0.5 分。

30

实验室建设 6

项目总体 6 分，主要负责人占 60%，

其余主要参与者得分值由负责人确

定。

31
完成诊改工作 2

按要求完成各项诊改工作，及时上

交资料加 2 分

32 完成部门领导布置的临时

性其他工作
5

视工作任务难度，每项加 0.5-2 分，

可累计

五、减分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考核点 具体内容

考评小组确

认扣分分值

33

两金压降情况
1.备用金还款及

时性2. 应付暂估

款清理

1. 备用金借款一个月内清还不及时，每

发生一次扣 1分。

2. 完成收发货业务后，一个月内将发票

送至财务进行发票校验。未按要求将发票

及时交送财务，每发生一起扣减 1分。

34

安全稳定 安全管理方面

1.安全管理员未按要求上报月度隐患排

查计划、排查结果、整改结果的，每项次

扣 1分。 2.安全重点防范点的安全因管

理出现安全问题，根据情况扣 1-2 分。

35

重点工作任务
重点工作任务完

成

保质保量完成各项重大工作（包含各项检

查、诊改等），未及时完成，每次扣 2分，

完成质量不好，每次扣 1分。

36
信息化系统应用 状态数据平台

发生一次通报批评减 1分，重大失误减 2

分。

37

党建工作

培训中心（学院）

党委关于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的

要求

支委应按要求组织开展各项支部活动。年

度集中教育课时党员干部少于 56 课时、

党员少于 32课时的，扣 3分。

38

绩效考核、调停

课管理、考勤

绩效考核完成；

调停课率；考勤

1.绩效考核管理员需及时报送绩效考核

结果及月度部门员工出勤情况汇总表，迟

报 1次扣 0.5 分。 2.因私调课次数每学

期超过 2次以上，每次（2节课）扣 1分。

3.员工均应按时出勤（含值班、加班），培

训中心检查（抽查）考勤，迟到早退每次

1分，旷工每次扣 2分。3.各类院级（部



门）会议，因私请假每次扣 0.2 分

39

教学运行与管理 教学运行情况

出现一般、较大、重大教学事故（对照学

院相关条例，部门认定）分别扣 5、8、

10 分。 院级各类教学资料检查中，出现

纰漏，通报批评的，扣 3分；系部检查资

料不完整，填写不规范的每次扣 2分。

40

科研项目年度任

务完成

项目完成情况

未按进度完成项目，项目均无建设期加

分。中心（学院）项目，每项负责人减 2

分，参与者减 1 分；教育厅、省公司项目

每项负责人减 4分、参与者减 2 分。推迟

一年完成则扣减相应分值。

41
计划外培训任务

项目策划组织情

况

年度未开展或未完成个人分配的指标任

务扣 3-6 分

42

其他扣分项

因个人工作原因，造成部门扣分的，承担

部门所有职工因部门此项扣分造成的损

失。

考核总分

注：1. 未标明年度和季度考核标准区别的项目，季度、年度考核标准均一致。2.凡可以累

计加分的项目该项得分总分不超过该项给定的分值。

说明：所有员工均按此标准进行考核，按岗薪制和聘用制员工分类汇总上报。其中年度考

核归 A,B,C,D 档。 季度考核不强制归档，按个人分数/岗薪制员工该季度总分确定季度奖

金分配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