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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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试行） 

为公平、公正、公开做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

简称推免生)工作 ，根据《西南交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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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订版）》等相关规定，结合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实际情况，

特制订本工作细则。 

第一条 成立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小组组成为： 

组长：院长、书记 

成员：其他院领导、各中方专业负责人 

第二条 推免生对象为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在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内录取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 

第三条 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学院综合考虑各专业应届毕业生学生人数、各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兼顾直免生、免研辅导员等因素分配推免生指标。 

第四条 综合评议加分标准见附件《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综合评议加分标准》。 

第五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西南交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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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订版）》执行。 

 

 

 

 

 

 

 

 

 



附件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综合评议加分

标准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综合评

议加分标准如下： 

一、综合评议加分原则： 

每个学生综合评议加分之和不超过 3分。综合评议加分标准如下： 

加分类别 加分标准 

国家级学科竞赛奖 一等:3(分)；二等:2(分); 三等:1(分) 

省级学科竞赛奖 一等:1(分); 二等:0.8(分); 三等:0.5(分) 

其他科创活动 不超过 1(分) 

个人专利 不超过 1(分) 

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本专业领 

域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不超过 1(分) 

文艺、体育及社会工作特长 不超过 0.5(分) 

国家外语六级 

（笔试成绩不低于 510 分） 
0.5(分) 

二、综合评议加分类别： 

（一）竞赛、英语及论文加分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加分分值 备注 

国家级学科竞赛奖 一等奖 3   

国家级学科竞赛奖 二等奖 2   

国家级学科竞赛奖 三等奖 1   

省级学科竞赛奖 一等奖 1   

省级学科竞赛奖 二等奖 0.8   

省级学科竞赛奖 三等奖 0.5   

英语水平 
国家外语六级 

（笔试成绩不低于 510 分） 
0.5   

学术论文 

SSCI、SCI、EI、CSSCI 收录学术论文 1/篇 
第一作者，作者单位为西南交通大学。 

论文内容与专业相关，累计不超过 1 分。 

核心期刊的认定参考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源期刊目录。 
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0.5/篇 



注 1：I. 各项加分认定原则分别按照各专业学院标准执行。 

（二） 文艺、体育及社会工作特长加分 

（1）文艺、体育类竞赛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加分标准 备注 

国家级 一等 0.5 含第一、二、三名 

国家级 二等 0.4 含第四、五、六名 

国家级 三等 0.3 含第七、八名，优秀奖 

省级 一等 0.3 含第一、二、三名 

省级 二等 0.2 含第四、五、六名 

省级 三等 0.1 含第七、八名，优秀奖 

校级 一等 0.12 含第一、二、三名 

校级 二等 0.08 含第四、五、六名 

校级 三等 0.04 含第七、八名，优秀奖 

院级 一等 0.08 含第一、二、三名 

院级 二等 0.04 含第四、五、六名 

院级 三等 0.02 含第七、八名，优秀奖 

注 2： I. 集体比赛项目按等级、名次在上表加分的基础上乘以系数 0.5（4 人以上项目算作集体项目）。 

II. 同类项目竞赛取最高项加分，不累加。 

（2）社会工作及综合能力 

类别 任职情况 基础分 加分 

社团干部 

1、校级（校学生会、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团

联合会）主席团 

2、院级学生社团主席团 

0.3 任职期间社团获得： 

校级表彰+0.05， 

市级表彰+0.1， 

省级表彰+0.15， 

国家级表彰+0.2 

1、校级（校学生会、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团

联合会）部长、副部长 

2、校级其他社团组织负责人 

3、院级学生社团部长、副部长 

0.15 

班委 

1、班长、团支书 0.05/学年 任职期间班级（团支部）获得校

级表彰：校级忠忱班集体（十佳

团支部）+0.08、市级表彰+0.1，

省级表彰+0.15，国家级表彰

+0.2 

2、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心理委员、生活委员、

文体委员 
0.025/学年 

注 3：社团干部和班委加分取最高加分值，多社团任职或兼任社团干部和班委不累加。 



三. 各专业其他加分项目 

（1）其他科创活动 

土木工程专业  

项目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加分分

值 

其他科创活动 

土木工程专业相关领域国际性或全国性竞赛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4 

三等奖 0.3 

土木工程专业相关领域省级、片区性竞赛 

一等奖 0.4 

二等奖 0.3 

三等奖 0.2 

土木科技月系列比赛 

一等奖 0.4 

二等奖 0.3 

三等奖 0.2 

学校其他学科竞赛 

一等奖 0.15 

二等奖 0.1 

三等奖 0.05 

注 4：具体认定标准按当年土木工程学院标准执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项目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加分分

值 

其他科创活动 

全国性竞赛 一等奖 1 

全国性竞赛 二等奖 0.8 

全国性竞赛 三等奖 0.5 

全省、片区性竞赛 一等奖 0.4 

全省、片区性竞赛 二等奖 0.3 

全省、片区性竞赛 三等奖 0.2 

校级学科竞赛 一等奖 0.15 

校级学科竞赛 二等奖 0.1 

校级学科竞赛 三等奖 0.05 

院重点大赛 一等奖 0.5 

院重点大赛 二等奖 0.4 

院重点大赛 三等奖 0.2 

SRTP 国创 优秀 0.3 



国创 通过 0.2 

省创、校级 优秀 0.1 

省创、校级 通过 0.05 

注 5：I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校赛、起重机创意大赛校赛、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校赛、全国机器人大赛校级决

赛按照院重点大赛加分。 

II. 起重机创意大赛国赛按其他竞赛中的全国性竞赛加分。 

III. 西南交通大学实验竞赛月实践竞赛、院企合办大赛（如溢达创意大赛、吉利创意大赛等）参照校级学科竞

赛加分标准。 

IV.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国赛三等奖不加分，以校赛成绩按院重点大赛加分。 

V. 数学建模类比赛除全国赛外，校级“新秀杯”数学建模比赛、校级数学建模比赛、数学建模苏北赛、电工杯、

五一数学建模比赛等都按校级学科竞赛加分。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项目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加分标准 

其他科创活动 

国家级科创竞赛奖 一等 1 

国家级科创竞赛奖 二等 0.8 

国家级科创竞赛奖 三等 0.5 

省级科创竞赛奖 一等 0.4 

省级科创竞赛奖 二等 0.3 

省级科创竞赛奖 三等 0.2 

校级科创竞赛 一等 0.15 

校级科创竞赛 二等 0.1 

校级科创竞赛 三等 0.05 

校级科创竞赛 参与并完成 0.02 

院级科创竞赛 一等 0.1 

院级科创竞赛 二等 0.06 

院级科创竞赛 三等 0.03 

院级科创竞赛 参与并完成 0.01 

注 6：I.同一竞赛项目不同年份比赛所取得成绩，按最高成绩计算。 

II. 其他科创活动是指具有一定规模及影响力，与本专业、学科有紧密联系，学院认可但没有列入学校文件规定

的竞赛项目，竞赛项目同电气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竞赛目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项目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加分标准 

其他竞赛 

全国性竞赛 一等 1 

全国性竞赛 二等 0.8 

全国性竞赛 三等 0.5 



全省、片区性竞赛 一等 0.4 

全省、片区性竞赛 二等 0.3 

全省、片区性竞赛 三等 0.2 

国家级 SRTP  以“优”结题 0.5 

省部级 SRTP  以“优”结题 0.25 

校级 一等 0.15 

校级 二等 0.1 

校级 三等 0.05 

注 7：竞赛项目同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相关学科竞赛目录。 

（2）个人专利加分 

土木工程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关于个人专

利加分标准如下： 

专利类型 加分 

发明专利 1 

实用新型专利 0.5 

注 8：国家发明专利单项加分及总加分不超过 1 分，实用新型专利单项加分及总加分不超过 0.5 分。发明专利要求学

生为第一发明人、西南交通大学为申请人，需出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且发明专利应与本专业领域相

关，有校内本专业至少两名教授的推荐意见。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关于个人专利加分标准如下： 

专利类型 加分 

发明专利 1 

实用新型专利 0.3 

注 9 发明专利加分最多不超过 1 分。发明专利要求学生为第一发明人、西南交通大学为申请人，需出具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且发明专利应与本专业领域相关，有校内本专业至少两名教授的推荐意见。国家发明专利单

项加分及总加分不超过 1 分，实用新型专利单项加分及总加分不超过 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