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农学院文件   

   

院发〔2011〕55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印发  

《北京农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北京农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已经第二十一次校长办公会审

议通知，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北京农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  

2.北京农学院教学奖励申报表  

   

北京农学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主题词：教学管理  奖励  实施办法  通知  

北京农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5 日印发  

                                  共印 10份  



附件 1  

北京农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教学奖励工作，充分调动我校广大教职员工在

教育教学创新与改革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彰、奖励在教育教

学研究与改革、专业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特

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学校在职教师、教学辅助人员、教学管理

人员以及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的教职员工。  

第三条  奖励分为五类。1．教育教学成果奖；２．教学研究项

目奖；３．教材奖，包括精品教材、规划教材、特色教材、普通教材

和配套教材教学指导书的编写者等；４．教学工作奖，包括教学名师；

在课程建设与评估中被评为精品课程的课程组；获国家级、省部级和

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奖；校级教学评估（包括专业等各种评估）中

获得校级前三名的单位；在教研室建设与评估中获得优秀的教研室；

在教师教学质量评选中获得优秀奖的教师；在教务管理工作中被评为

优秀教务管理工作者和教辅人员；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北京农学

院组织的各类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得名次的优胜教师；参加教育部、北

京市教委委托组织的全日制在校生学科与技能竞赛中获奖项目的指

导教师等。５．教学研究论文类奖，包括公开发表的教育教学改革与

教学管理等论文。  

第四条  教学奖励工作由学校统一领导，教务处负责具体实施。

奖励经费由学校年度预算单独列支。  



第二章  教育教学成果奖 

第五条  获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学校排序第一（主持

单位），奖励 30万元，排序第二名奖励 10万元，排序第三名奖励 5

万元。获一等奖学校排序第一（主持单位），奖励 25 万元，排序第

二名奖励 5万元，排序第三名奖励 3 万元。获二等奖，学校排序第一

（主持单位），奖励 20万元，排序第二名奖励 3万元，排序第三名

奖励 2万元。  

第六条  获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奖励 10 万元，获二

等奖奖励 5万元。  

第七条  获学校级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奖励 3 万元，获二等

奖奖励 2 万元。  

第八条  同一成果获多种成果奖励者，只对其中最高级别获奖

成果奖励，如该成果下一年度或以后继续获得上一级别奖励者，学校

给予其上一级别奖励，但要扣除上一年度该成果获奖金额（即只奖差

额部分）。  

   

第三章  教学研究项目奖  

第九条  获国家教育部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且已经完成并

通过专家鉴定的，每个项目奖励 1 万元。  

第十条  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且已经完成并通过

专家鉴定的，重点项目奖励 0.8万元，一般项目奖励 0.5 万元，自筹

项目奖励 0.2万元。  

第十一条  获国内外横向联合教学研究经费（必须拨到学校财



务账户，并在教务处备案），在课题结题后，按到校财务经费的 5%

予以奖励。  

第十二条  同一教学科研项目不重复奖励，按最高级别一次性

奖励。  

第四章  教材奖  

第十三条  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奖励 3 万元，副主编奖励 1.5

万元，其他作者（参编）每人奖励 0.5万元  

第十四条  省部级规划教材：主编奖励 2 万元，副主编奖励 1

万元，其他作者（参编）每人奖励 0.3万元。  

第十五条  经学校审批立项、在省部级以上出版社出版的学校

特色教材，主编奖励 1万元，副主编奖励 0.5万元，其他作者（参编）

每人奖励 0.2万元。  

第十六条  省部级以上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主编奖励 0.3 万元，

副主编奖励 0.2万元，其他作者（参编）每人奖励 0.1万元。省部级

以上出版社连续出版两版以上的教材，主编奖励 0.6 万元，副主编奖

励 0.4万元，其他作者（参编）每人奖励 0.2万元。  

第十七条  获得国家级精品教材证书的主编，奖励 3 万元，获

省部级精品教材证书的主编，奖励 2 万元。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的主编

奖励 1万元，获省部级优秀教材的主编奖励 0.5万元。  

   

第五章  教学工作奖  

第十八条  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的教师，奖励 3 万元、获国

家级优秀教师称号的教师，奖励 2 万元；获省部级教学名师称号的教



师，奖励 2 万元，获省部级优秀教师称号的教师，奖励 1万元；获校

级教学名师奖励 1 万元，获校级优秀教师奖励 0.5 万元。  

第十九条  获国家级精品课程，每门课程奖励 10万元；获省部

级精品课程，每门课程奖励 3万元；获校级精品课程，每门课程奖励

1 万元。  

第二十条  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奖 获得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奖

（含特色专业、优秀教学团队、实验示范中心、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等）

的项目，奖励 5万元，获得省部级教学质量工程奖（含特色专业、优

秀教学团队、实验示范中心、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等）的项目，奖励 3

万元，获得校级教学质量工程奖（含特色专业、优秀教学团队、实验

示范中心、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等）的项目，奖励 1 万元。  

第二十一条  在校级教学评估（含专业等各种评估）中获得前

三名的院（部），分别奖励 2万元、1万元、0.5万元。  

第二十二条  在学校优秀教研室评选中获得优秀教研室，每个

教研室奖励 1万元。  

第二十三条  在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中，获得特等奖

的教师奖励 5万元，获一等奖的教师奖励 3万元，获二等奖的教师 1

万元；在优秀教务管理工作者和教辅人员评选中获奖者奖励 0.8万元。  

第二十四条  在各级各类教学竞赛中获得名次的教师，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分别奖励 2 万元、1.5万元、1.2 万元；省

部级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分别奖励 1 万元、0.8 万元、0.5万元；

校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 0.3 万元、0.2万元、0.1万元。  

第二十五条  在国家和省部级大学生学科竟赛、技能竞赛中获



得前三名的项目指导教师，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 1.5万元、

1.2 万元和 1.0万元，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 1.0万元、0.8

万元、0.6 万元，校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 0.4 万元、0.2 万元、

0.1 万元。  

   

第六章  教学研究类论文奖  

第二十六条  教学研究类论文按照该论文公开发表刊物的级别

进行奖励（只限第一作者），并由作者提供原论文及其他证明材料，

同一篇论文不重复奖励，按申报时的论文出版级别一次性奖励。  

1．发表在国家级报刊的教研论文：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上的教研论文，参加国际会议被

收录并被检索教研论文，每篇奖励 0.5万元。  

2．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上的

教研论文以及发表在“985”综合性大学学报上的论文，每篇奖励 0.3

万元。  

3．发表在《高等农业教育》、《中国农业教育》、“211”大学

学报、北京农学院学报及其它类中文核心期刊，每篇奖励 0.15万元；  

4．发表在省、部级期刊，每篇奖励 0.08万元；  

5．发表在普通杂志期刊（含增刊）、国家级出版社已正式出版

的教改论文、北京农学院增刊的教研论文每篇奖励 0.02万元。  

6．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教育教学论文集，主编奖励 0.3 万元，

副主编奖励 0.2万元。  

   



第七章  奖励申报办法  

第二十七条  教学奖励工作每年受理一次，即每年 9 月份接受

上一学年内各项奖励的申报，并组织相关审核工作。  

凡申报奖励项目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本办法填写申报表（详见附

件），并根据不同类项提供有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如成果证书、

论著，论著封面和目录及版权页复印件，论文正文和所发表刊物封面

及版权页复印件）。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项目由主持单位填报，与校

外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应注明本校人员在其所占份额比例，并出示

有效证明材料（以一级证书为准）。  

奖励申报材料经基层单位签署审查意见后，于 9月 30 日之前报

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八条  所有申报奖励项目材料，由教务处初次审核后，

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并公示。对奖励结果持有异议的单位或个

人，可自公示之日起一周内，向教务处提出书面意见或建议，并署真

实姓名及所在单位。公示期结束后学校发文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严格奖励申报和评审制度，对评奖过程中弄虚作

假或有侵权行为者，除取消奖励资格外，视其情节给予相应处分和处

理。奖励颁发后发现有上述问题者，将追回奖励证书和奖金并视情况

给与相应处分和处理。  

第三十条  凡申报奖励项目权属存在争议的，不予受理申报；

待争议解决后，可按本条例要求重新申报。  

第三十一条  严格界定教学奖励与科研奖励项目，不得重复申

报。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除特别说明之外，集体获奖项目的奖励款项只授予获

奖项目的第一主持人，并由第一主持人分配。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从 2010-2011年度开始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  

   

   

   

   

   

北京农学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