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奖评定细则 

一、 评选资格条件： 

（1）、申请三等奖及以上的，成果中至少有一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申请一等奖的，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a.成果中至少有一

篇 EI 或 SCI 或 CSSCI 或 SSCI 检索的期刊论文；b.成果中至少有两篇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 

二、评分标准： 

(1)学术论文、著作及咨询专报计分标准 

类别 级别 计分（分/篇） 说明 

学术

论文 

SCI 一区，SSCI 一区，权威中文期刊 50 
1、论文及著作加分实行积分

制，同一文章以等级级别最高

的为准，不重复计分； 

2、所有成果加分均应有证书或

等价文件证实，否则不予计分； 

3、期刊级别认定以官方为准，

所有期刊均不包括增刊； 

4、论文、著作及咨询专报均需

署名上海电力学院； 

5、论文及著作仅考虑学生第一

作者或者导师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注：若导师为校外

的，则副导师可以为第一作者，

但学校另有规定的除外），其

他不予考虑。 

6、咨询专报校内作者排名前二

的按全分计算，排名第三及以

后的依次减半。 

SCI 二区，SSCI，A 类中文期刊 40 

SCI 三区，B 类中文期刊 30 

SCI 四区，EI 核心期刊，CSSCI 来源

期刊 
20 

北大核心期刊 10 

国际性学术会议论文、全国性学术会议

或一般学术刊物、CSSCI 扩展版期刊

发表的学术论文（且本类封顶 3 分） 

3 

学术

专著 

专著 16 

编著、译著 6 

编写 3 

咨询

专报 

获得国家级领导批示 50  

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 30  

录用（国家级） 25  

录用（ 省部级） 15 

(2)学术竞赛计分标准 

（1）学术竞赛范围包括：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等全国性比赛（含地方赛区）。若上述范围之外，需提交相关文件、证书、

原件或部门证明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全体讨论予以定级。 



（2）以团队形式参加的学术竞赛，不设立作者排名顺序降级加分，团队成

员统一加分，均获得该项相应名次得分 

竞赛等级 获奖等级 计分（分/项） 说明 

 

上述全国性比赛或经认

定的全国性比赛 

特等奖 30 
1、同一科研成果获不

同级别奖励，取最高

分计，不累加； 

2、若获奖科研成果公

开发表，取最高分计，

不累加； 

3、部分竞争性项目，

未设立奖项，如上海

市研究生创新创业项

目等，则按承担计算，

但计分仅计给项目承

担者； 

4、参与导师的科研课

题，如果未获得奖项，

则不计入评分。 

 

一等级 20 

二等级 10 

三等级 6 

承担 10 

 

上述全国性比赛地方赛

区（省部级） 

特等奖 15 

一等级 

一 

10 

二等级 5 

三等级 3 

承担 5 

国家级科技奖 

特等奖 100 1、校内作者排名前二

的按全分计算，排名

第三及以后的依次减

半。 

一等奖 80 

二等奖 60 

三等奖 40 

省部级科技奖 

特等奖 50 

一等奖 40 

二等奖 30 

三等奖 20 

(3)知识产权计分标准 

状态 

类型 
授权（分/项） 接受申请（分/项） 

 

说明 

发明 
国外 40 6 1、同一知识产权取最高分计，

不累加 国内 20 3 



实用新型 6 2、计分仅考虑学生第一作者

或者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

作者（注：若导师为校外的，

则副导师可以为第一作者）。 

外观设计 6 

软件著作权、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登记 
6 

 

附：中文期刊目录 

（1）权威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中国社会科学 2 经济研究 

3 管理世界 4 中国科学系列 

5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6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A类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管理科学学报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4 中国软科学 

5 金融研究 6 中国管理科学 

7 系统工程学报 8 会计研究 

9 系统管理学报 10 管理评论 

11 管理工程学报 12 南开管理评论 

13 科研管理 14 情报学报 

15 公共管理学报 16 管理科学 

17 预测 18 运筹与管理 

19 科学学研究 20 中国工业经济 

21 农业经济问题 22 经济学（季刊） 

23 世界经济 24 财经研究 

25 财贸经济 26 统计研究 

27 中国人口科学 28 学术月刊 

29 电工技术学报 30 电力系统自动化 

31 软件学报 32 自然资源学报 

33 中国环境科学 34 煤炭学报 

35 地理学报 36 控制与决策 

（3）B类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管理学报 2 工业工程与管理 

3 系统工程 4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5 研究与发展管理 6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7 数理统计与管理 8 南开经济研究 



9 经济学动态 10 农业经济问题 

11 世界经济文汇 12 财经科学 

13 世界经济研究 14 中国农村经济 

15 国际贸易问题 16 经济科学 

17 经济评论 18 地理研究 

19 环境科学 20 经济管理 

21 国际金融研究 22 经济学家 

23 人口研究 24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5 南开经济研究 26 农业技术经济 

27 经济地理 28 改革 

29 当代经济科学 30 电网技术 

31 上海经济研究 32 自动化学报 

33 电力自动化设备 34 地理科学进展 

35 高电压技术 36 环境科学学报 

37 水利学报 38 资源科学 

39 中国土地科学 40 地理科学 

41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42 控制理论与应用 

43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http://acad.cnki.net/Kns55/oldnavi/n_item.aspx?NaviID=100&BaseID=JJLL&NaviLink=%e7%bb%8f%e6%b5%8e%e4%b8%8e%e7%ae%a1%e7%90%86%e7%bb%bc%e5%90%88-%2fKns55%2foldnavi%2fn_list.aspx%3fNaviID%3d100%26Field%3d168%25u4e13%25u9898%25u4ee3%25u7801%26Value%3dJ000%253f%26OrderBy%3didno%7c%e7%bb%8f%e6%b5%8e%e7%90%86%e8%ae%ba%e4%b8%8e%e7%bb%8f%e6%b5%8e%e7%ae%a1%e7%9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