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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字〔2022〕3号

关于印发《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技能创新

服务平台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教学单位，处、室：

现将《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考核

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考核

办法

科研与校企合作处

202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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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与管理，增强平

台及其所属二级研究机构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规

范学校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考核工作，有效激活二级研究机

构的创新活力与管理动能，实施“能上能下”的竞争激励机制，

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二级研究

机构，其中培优型二级研究机构根据本办法开展年度考核和期

满考核，孵化型二级研究机构根据本办法开展培优型二级研究

机构遴选。

第二章 二级研究机构建设目标与任务

第三条 二级研究机构应积极加强机构组织建设、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工作，对标“双高计划”建设和职教本科申报任务

需要，设定本二级研究机构建设目标。

第四条 二级研究机构应积极了解国家、省市等科研创新平

台申报和建设要求，对标对表，提高二级研究机构科学研究水

平，积累高质量科研成果，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等科研创新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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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二级研究机构具体建设任务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要点：

（1）完善二级研究机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

（2）开展科学研究和专业知识普及活动；

（3）开展对外交流与科研合作事宜；

（4）积累科研成果，尤其是高水平科研成果。包括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横向技术服务、发明专利及其转化、二类以上

论文、学术专著、市厅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国有大型企业、上

市公司）采纳的研究咨询报告、主持或参与政府部门标准制定、

市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等；

（5）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动能。

第六条 二级研究机构应及时总结本年度的工作情况，有计

划地开展下一年度工作。每年二级研究机构向科研与校企合作

处报送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三章 二级研究机构考核评估方式

第七条 每年开展二级研究机构考核评估和遴选工作，具体

由科研与校企合作处组织实施。

第八条 考核评估具体包括年度考核、期满考核和遴选评估。

其中培优型二级研究机构参加年度考核和期满考核，孵化型二

级研究机构参加培优型二级研究机构遴选评估。

第九条 根据考核指标体系开展二级研究机构年度考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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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考核和遴选评估工作（具体考核指标体系见附表 1-4）。

第十条 考核指标体系中科学研究绩效类指标考核分考虑总

量、人均等因素。具体上，首先计算各二级研究机构科学研究

绩效类指标初步分值，其次按照最高初步分值计考核分 100 分，

其它相应折算。其中，科学研究绩效类指标初步分值=科学研究

绩效类指标汇总值*权重/研究机构人数。

其中，权重设置如下：

序号
科学研究绩效类指标汇总值

范围
权重

1 [100， +∞] 1.5

2 [90， 100] 1.4

3 [80， 90) 1.3

4 [70， 80) 1.2

5 [60， 70) 1.1

6 [50， 60) 1

7 [40， 50) 0.9

8 [30， 40) 0.8

9 [20， 30) 0.7

10 [0， 20) 0.6

在研究机构人数计算时，如果校外人员成果计入考核成果

时，应计入人数；否则，不计入人数。

第十一条 考核指标中总分值=日常运行类指标考核分*10%+

科学研究绩效类指标考核分*0.7+科研成果转化教学情况类指标

考核分*20%。根据总分值对二级研究机构年度考核、期满考核

和遴选评估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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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考核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其中优秀、

良好的比例不超过为 15%、25%。

第四章 二级研究机构考核奖惩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和期满考核为优秀或良好的二级研究机

构，根据《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技能平台建设管理办法》

和《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进行奖励。

第十四条 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二级研究机构，应提出相应

的整改措施，并在半年内再次接受考核。考核未能通过的，二

级研究机构予以撤销。

第十五条 期满考核为优秀、良好的二级研究机构，在下一

轮“双高计划”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中，将继续予以立

项和资助。期满考核为不合格的二级研究机构，其研究机构将

不再予以立项建设，机构负责人五年内不予申报研究机构或者

科技服务创新团队。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考核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1 日开始实施，由科

研与校企合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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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二级研究机构科学研究绩效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发表论文

一类 10 /篇

二类 6 /篇

三类核心 4 /篇

三类 2 /篇

四类 1 /篇

科研项目

国家级 20 /项

教育部 15 /项

省部级 10 /项

市厅级 4 /项

校级 1 /项

其他五类项目 1 /项

横向科研项目 到账金额（不足万元按照四舍五入计） 1 /万元

研究咨询报告

国务院采用 20 /项

被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

等采用
15 /项

被省厅局、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

采用
10 /项

被市局委、区县委、区县政府、区县人大、区

县政协等采用
2 /项

被街道办事处、镇（乡）政府、镇（乡）人大

、镇（乡）政协等采用
1 /项

专利及其转让

发明专利授权 4 /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 /项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软件著作权授权 1 /项

专利转让（不足千元按照四舍五入计） 1 /千元

主导制定各类

标准

国家标准 20 /项

省级地方标准 15 /项

行业标准 10 /项

市级地方标准 6 /项

专 著 专著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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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二级研究机构日常运行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方式

运营管理

内部管理制度与机制

40

专家评审

人员安排与执行

清晰的发展战略

明确的研究目标与任务

对外交流
对外交流活动开展情况

20
交流成果情况

科研活动
科学研究活动开展次数

40
科研活动效果与特色

附表 3 二级研究机构科研成果转化教学情况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方式

科研成果转

化教学情况

教材成果

100 专家评审
课程建设成果

学生竞赛成果

其他科研成果转化教学

附表 4 二级研究机构科加分项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方式

机构等级

研究所升格为市厅级 20

在科学研

究绩效类

指标分值

进行加分

研究所升格为省部级 40

研究所升格为国家级 60

外部支持

与政府、企事业单位混合共建，并获得

资金支持（支持资金仅用于机构日常运

行）

5/万元

获得表彰

获得市厅级表彰 10

获得省部级表彰或省部级媒体报道 20

获得国家级表彰或国家级媒体报道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