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定办法



01
本校注册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须完成《创

新创业实践》必修课程（2学分），才可获得毕业资格。

02 学生除申请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必修课程 2 学分外，按
照本办法获得的超额学分除特定类别有明确说明外，可以申请
认定为通识选修课学分、专业选修课学分或跨学院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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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学生用于申请《创新创业实践》的获奖、成果，应为其在

校期间完成，并以本校作为署名单位且符合各类认定申报条件
的获奖、成果。

05 专升本学生最多认定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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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竞赛类

序号 竞赛级别 获奖等次 获得学分 获得绩点 认定成绩 认定标准

1 国家级（含
国际竞赛）

特等奖 8 4.0 100 (1)主办单位为教育部或同等级
别机构，有竞赛发文。
(2)项目团队排名前8名的成员可
获得学分，前3名学生所获学分
按表中的分值，从第4名学生按
排名顺序依次递减1学分，最低
按1分计算。
(3)以获奖证书作为认定依据。

一等奖 7 4.0 98
二等奖 6 4.0 98
三等奖 6 4.0 98

优胜奖
或鼓励奖 4 4.0 90

2 市级 特等奖 6 4.0 98

(1)主办单位为上海市教委或同等
级别机构，有竞赛发文。
(2)项目团队排名前5名的成员可获
得学分，前3名学生所获学分按表
中的分值，从第4名学生按排名顺
序依次递减1学分。
(3) 以获奖证书作为认定依据。



（一）创新竞赛类

序号 竞赛级别 获奖等次 获得学分 获得绩点 认定成绩 认定标准

3 校级

特等奖 3 4.0 95
(1)项目团队排名前5名的成员可获
得学分，从第2名学生按排名顺序
依次递减1学分，最低按1分计算。
(2)以获奖证书作为认定依据。

一等奖 3 4.0 95

二等奖 3 4.0 90

三等奖 2 4.0 90

4

中国国际“互
联 网 +” 大 学
生创新创业大
赛、“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
竞赛和 “创青
春”全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大
赛参赛

项目报名
成功 1 3.8 88

参赛学分只授予报名参赛成功、
未获奖的前3名学生，每人计1分
参赛学分每人最多计2次。



（二）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 级别 获得学分 获得绩点 认定成绩 认定标准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国家级 6 4 98 (1)学生提供结项证书。
(2)项目团队排名前5名的成员可获得学
分，从第2名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1
学分，最低按1分计算。
(3)依托项目获得专利发明、发表论文、
营业执照不得和第（三）（四）、（五）
所列内容重复计算。

上海市级 4 4 95

校级 2 4 90

(1)学生提供结项证书。
(2)项目团队排名前3名的成员可获得学
分，从第2名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1
学分，最低按1分计算。

院级 1 3.8 88
(1)学生提供结项证书。
(2)项目团队排名前3名的成员可获得学
分。



（三）专利发明

序号 项目 获得学分 获得绩点 认定成绩 认定标准

1 发明专利 4 4.0 95

(1)学生提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第一完成人计满分，多人合作者依次递
减1个学分，最低按1分计算。

2 实用新型
专利 2 4.0 95

3 外观设计
专利 2 4.0 95

4 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2 4.0 95



（四）科研创新

序号 论文公开发表的期刊
或被会议收录等

获得学分
/篇

获得
绩点

认定
成绩

认定标准

1 被SCI、EI、CSSCI收录 6 4.0 98
(1)申请学生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或被学
术会议收录，或者申请学生担任通讯作者且论
文第一作者为本校学生或老师，署名单位为本
校的，可以申请科研创新学分。
(2)学生提供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含封面、
目录、正文、封底）。
(3)刊物类别以学校发布的期刊目录为准。
(4)认定排名前3位的学生。排名第1名或担任
通讯作者的学生计满分，参与学生依次递减1
个学分，最低按1分计算。

2 中文核心期刊 3 4.0 95

3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2 4.0 90

4 被国际性学术会议收录 4 4.0 95

5 被全国性学术会议收录 2 4.0 95

6 被省部级学术会议收录 1 4.0 95

7 参加教师科研项目 2 3.8 88 学生提供教师的相关书面证明材料，以及由学
生独立完成的不少于8000字的报告。



（五）创业实践

项目 标准 获得
学分

获得
绩点

认定
成绩 认定标准

创办企业
取得营业执
照并稳定运

营
4 4.0 95 认定参与创办企业的3名核心成员，其

他成员不计学分。



（六）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获奖

序号 名称 标准 获得
学分

获得
绩点

认定
成绩 认定标准

1 社会实践
国家级 3 4.0 98

(1) 学生提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要求参加

活动时间1周以上。

省级 2 4.0 98

2 志愿服务
国家级 3 4.0 98

省级 2 4.0 98



（七）其他作品获奖

名称 标准 获得
学分

获得
绩点

认定
成绩 认定标准

原创文学作品、
美术作品
或设计作品等
奖项

国家级 3 4.0 98

(1)学生提供在报刊、杂志、网络等媒
体上发表作品，并获得奖项的相关证
明。认定排名前3的学生。
(2)第一完成人计满分，参与学生依次
递减1个学分，最低按1分计算。



01
02

对弄虚作假者，二级学院取消所认定的创新实践学分，按

照诚信分评定相关规则扣除相应比例诚信分，并根据《上海立

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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