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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关于 2013 年度学院内涵发展 
考核奖励的决定 

全校各单位： 

为全面落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推进学校内涵建设，

激发学院做好内涵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学校出台《集美大学学院

内涵发展考核奖励方案（试行）》，对在学校内涵建设中做出相应

贡献的学院给予奖励。 

依据《方案》，经各学院对考核数据的校验，由各有关部门

进行数据审核，经全校数据公示和初评奖励结果公示，各单位对

奖励初评结果无异议。第十次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授予轮机工程

学院等 17 个学院内涵发展贡献奖；授予信息工程学院、财经学

院“师资队伍建设”进步奖一等奖，理学院等 4个学院“师资队

伍建设”进步奖二等奖，文学院等 6个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进

步奖三等奖；授予轮机工程学院、水产学院“学科建设”进步奖

一等奖，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科建设”进步奖二等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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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源工程学院“学科建设”进步奖三等奖；授予信息工程学院、

财经学院“科学研究”进步奖一等奖，航海学院等 4个学院“科

学研究”进步奖二等奖，美术学院等 5个学院“科学研究”进步

奖三等奖；授予航海学院、政法学院“人才培养”进步奖一等奖，

轮机工程学院等 4个学院“人才培养”进步奖二等奖，理学院等

6个学院“人才培养”进步奖三等奖。 

学校校长办公会决定，根据《方案》，学校内涵考核奖励经

费必须按照学校有关财经制度开支，除不少于 50%用于奖励对学

院内涵发展有直接贡献的教职工，其他开支仅限于 4类：实验室

设备购置、教学（科研）条件改善、超工作量补贴、加班补贴。 

希望各学院要再接再厉，力争内涵建设工作取得更大进步，

为学校内涵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各学院内涵指

标得分情况，做好学校内涵发展分析，帮助学院更有针对性地加

强内涵发展工作，推进学校内涵建设的全面进步。 

 

附件：1.奖励金汇总表 

2.贡献奖得分及奖金统计表 

3.师资队伍建设进步奖获奖名单 

4.学科建设进步奖获奖名单 

5. 科学研究进步奖获奖名单 

6.人才培养进步奖获奖名单 

 

                             集美大学 

                          2014 年 10 月 9 日 

 

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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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分组 学院
内涵贡献奖励额
（单位：元）

师资队伍进步奖励
额（单位：元）

学科建设进步奖励额
（单位：元）

科学研究进步奖励
额（单位：元）

人才培养进步奖励额
（单位：元）

年度奖励金总额
（单位：元）

理工 水产学院 185372 100000 150000 50000 100000 585372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208071 50000 150000 100000 508071

理工 航海学院 191677 100000 150000 441677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31526 150000 150000 50000 381526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89533 50000 100000 100000 339533

理工 理学院 76923 100000 50000 50000 276923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36570 50000 50000 136570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29004 50000 79004

理工 工程技术学院 12610 12610

人文 财经学院 18916 150000 150000 50000 368916

人文 政法学院 54224 50000 100000 150000 354224

人文 工商管理学院 3783 100000 50000 50000 203783

人文 文学院 7566 50000 50000 50000 157566

人文 美术学院 5044 100000 50000 155044

人文 体育学院 31526 100000 131526

人文 音乐学院 13871 100000 113871

人文 外国语学院 3783 100000 103783

人文 教师教育学院 0 50000 50000

奖励金汇总表



附件2

分组 学院 总得分
内涵贡献奖金额
（单位：元）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825 208071

理工 航海学院 760 191677

理工 水产学院 735 185372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355 89533

理工 理学院 305 76923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145 36570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125 31526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115 29004

理工 工程技术学院 50 12610

人文 政法学院 215 54224

人文 体育学院 125 31526

人文 财经学院 75 18916

人文 音乐学院 55 13871

人文 文学院 30 7566

人文 美术学院 20 5044

人文 工商管理学院 15 3783

人文 外国语学院 15 3783

人文 教师教育学院 0 0

贡献奖得分及奖金统计表



附件3

分组 学院 总得分 获奖等级
师资队伍建设进步奖金额

（单位：元）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225 一等奖 150000

理工 理学院 155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水产学院 130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85 三等奖 50000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72 三等奖 50000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55 三等奖 50000

理工 工程技术学院 25

理工 航海学院 17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8

人文 财经学院 157 一等奖 150000

人文 美术学院 112 二等奖 100000

人文 工商管理学院 94 二等奖 100000

人文 文学院 89 三等奖 50000

人文 教师教育学院 47 三等奖 50000

人文 政法学院 45 三等奖 50000

人文 体育学院 30

人文 外国语学院 30

人文 音乐学院 -3

师资队伍建设进步奖获奖名单



附件4

分组 学院 总得分 获奖等级
学科建设进步奖金额

（单位：元）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350 一等奖 150000

理工 水产学院 350 一等奖 150000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100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50 三等奖 50000

理工 航海学院 0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0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0

理工 理学院 0

理工 工程技术学院 0

人文 体育学院 0

人文 财经学院 0

人文 教师教育学院 0

人文 工商管理学院 0

人文 音乐学院 0

人文 美术学院 0

人文 外国语学院 0

人文 政法学院 0

人文 文学院 0

学科建设进步奖获奖名单



附件5

分组 学院 总得分 获奖等级
科学研究进步奖金额

（单位：元）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5143 一等奖 150000

理工 航海学院 1563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1257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理学院 555 三等奖 50000

理工 水产学院 157 三等奖 50000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97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385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870

理工 工程技术学院 -944

人文 财经学院 2127 一等奖 150000

人文 政法学院 774 二等奖 100000

人文 外国语学院 733 二等奖 100000

人文 美术学院 636 三等奖 50000

人文 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三等奖 50000

人文 文学院 169 三等奖 50000

人文 教师教育学院 -284

人文 体育学院 -412

人文 音乐学院 -1316

科学研究进步奖获奖名单



附件6

分组 学院 总得分 获奖等级
人才培养进步奖金额

（单位：元）

理工 航海学院 575 一等奖 150000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516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水产学院 279 二等奖 100000

理工 理学院 248 三等奖 50000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230 三等奖 50000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193 三等奖 50000

理工 工程技术学院 148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145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139

人文 政法学院 270 一等奖 150000

人文 体育学院 186 二等奖 100000

人文 音乐学院 147 二等奖 100000

人文 财经学院 99 三等奖 50000

人文 文学院 91 三等奖 50000

人文 工商管理学院 88 三等奖 50000

人文 美术学院 76

人文 外国语学院 68

人文 教师教育学院 56

人才培养进步奖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