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星级文明宿舍
创建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学生思政

工作进社区”平台载体，充分发挥学生宿舍在思政教育和文明行

为养成上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结合我校

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宿舍是指学校统一安排和管理的全日

制学生公寓内的本科生宿舍。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工作办公室设在党委学工部，党

委学工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推进星级文明宿舍创建

工作各项具体任务内容的落实。

第四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将参与推动星级文明宿舍创建

工作作为落实文化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任务的重要举措和

各部门开展协同育人的重要契机，其中党委学工部统筹指导星级

文明宿舍创建工作，负责组织星级文明宿舍职能部门-院系联检工

作，党委研工部协助；校团委“文明教室创建检查评比工作组”

统筹负责星级文明宿舍考评工作，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星级

文明宿舍创建考评细则》，负责组织星级文明宿舍例检和五星级文



明宿舍评比认定；后勤处负责牵头落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

住宿管理办法》，做好宿舍楼内公共环境卫生日常维护和宿舍内违

规电器或物品的检查,以及学生配合环境维护和管理情况的反馈；

保卫处负责学生社区和宿舍楼内的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以及学

生配合管理表现情况的反馈。

第五条 各学院（系）承担星级文明宿舍创建的主体责任，

深化内涵建设，结合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工作，做好德育、美育和

劳育等思政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组织实施好星级文

明宿舍创建工作，负责本单位学生宿舍的自查自检工作和四星及

以下等级宿舍的认定，并做好跟踪检查指导，及时选树创建工作

先进宿舍和个人。

第三章 创建内容及要求

第六条 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内容包含思政引领、宣传教育、

环境维护、文明使用等方面，旨在通过精细化管理调动学生宿舍

全体成员在星级文明宿舍创建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着

力培养学生公德精神、集体意识和行为文明，把宿舍打造成思想

先进、学风优良、氛围温馨、环境整洁的学生成长进步新平台、

新空间。

第七条 思政引领方面。要结合“大学生第二课堂”建设，

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模范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以宿舍为单

位经常性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交流、分享主题党团日活动感受，宿



舍成员牢固树立“听党话、跟党走”意识，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营造“比学赶帮超”浓厚学习氛围，推动宿舍学风建

设和思想建设有机融合。

第八条 宣传教育方面。要围绕文明教室和星级文明宿舍创

建，积极向宿舍成员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推动创建；教育宿舍成员严格遵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住宿

管理办法》，人人主动维护学生社区、学生公寓的生活学习秩序，

抵制不良生活习惯和不文明行为；要及时挖掘并向所在学院系推

荐创建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典型事迹，及时宣传报道，营造良

好的星级文明宿舍创建氛围。

第九条 环境维护方面。要做到定期清理宿舍卫生，做到桌

椅、个人物品等摆放整齐有序；桌面墙面等无涂画，墙壁无灰网，

地面干净无垃圾、无污迹；门窗玻璃干净明亮，窗帘整洁;阳台物

品摆放整齐，没有堆放杂物等；室内（包括阳台）空气清新，通

风好，无异味；不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发现公共设施出现

问题，及时上报后勤服务部门维修或更换。

第十条 文明使用方面。宿舍成员自觉遵守学校规定，服从

管理，爱护公共物品和设施，不使用大功率电器，节约用水用电；

严禁私自改变宿舍公共设施的位置和功能，严禁私自装修宿舍或

转让、出租宿舍床位；严格遵守学生公寓门禁管理制度和作息时

间，严禁擅自夜不归宿和留宿他人或擅自接待校外人员来访；严

禁在学生宿舍内从事违规违法活动及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身心健



康的活动，严禁携带动物进入学生公寓或在宿舍内饲养宠物。

第十一条 各学院（系）要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单位《星级

文明宿舍创建评比具体办法》，加强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工作统筹和

过程管理，确保创建工作相关任务落实落细、取得成效。

第四章 检查和奖惩

第十二条 检查评比以公平、公正、有效为原则，采用百分

制计分，具体由学院（系）自检结果（占 20 分）、校团委牵头组

织的例行检查结果（占 50 分）、党委学工部牵头组织的联合检查

结果（占 30 分）组成，根据最终累计得分确定学院（系）排名，

并根据排名确定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先进院（系），授予相应荣誉

称号。

第十三条 学院（系）自检由各学院（系）组建专门队伍负

责检查，每周一次；校团委组建的文明教室创建检查信息员队伍，

同时负责学生宿舍例检工作，每两周一次；党委学工部负责牵头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系）开展不定期联合检查，每学期至

少两次。学院（系）自检、校团委例检、党委学工部联检均依据

《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工作考评细则》相关指标量化打分。

第十四条 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工作考核评比每自然年进行

一次，由党委学工部负责牵头组织，其中校团委负责基础考核数

据整理校核。最终考核结果及“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先进院系”拟

表彰名单，由学校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十五条 星级文明宿舍的评定。四星及以下级别宿舍的认

定，由各学院系根据本单位《星级文明宿舍创建评比具体办法》

自主认定，并对建设成效较差或问题突出的宿舍提出限期整改整

顿要求；五星级文明宿舍，由校团委根据学校《星级文明宿舍创

建工作考评细则》相应条款评比认定。

第十六条 学校对已认定的五星级文明宿舍实行动态管理，

每学年审核一次，审核通过的保留荣誉称号，对审核未通过的或

出现宿舍成员受到校纪处分、散播错误言论等情形的五星级文明

宿舍予以摘牌；同时每年从学院（系）推荐的四星级文明宿舍中

择优增选一批五星级文明宿舍。

第十七条 学院（系）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工作评比结果纳入

学校院系学生工作考评和“五.四红旗团工委”考评指标体系。

第十八条 学生个人参与星级文明宿舍创建情况以及遵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情况，作为学生个人素

质能力测评指标，统一纳入各院（系）《学生素质能力测评实施细

则》相应指标内容。

第十九条 获评五星级的宿舍由学校给予文体用品奖励；宿

舍成员在符合校内各类评优评先及党员推优发展工作的相关条

件、标准和程序基础上，各学院（系）在同等条件下要予以优先

考虑。

第二十条 两星及以下级别宿舍和需要限期整顿整改的宿

舍，经学院（系）调查认定，对其中负主要责任的或集体意识淡



漠、拒不服从舍长安排的宿舍成员，可取消其当年的评优评先和

专业奖学金评选资格。

第二十一条 对在星级文明宿舍创建过程中出现的“拒不服

从安排、严重或多次违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

等情节恶劣、屡教不改行为的学生，按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生违纪处分规定》相关条款予以严肃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工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星级文明宿舍
创建工作考评细则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提升学生的公德素养，

有力维护宿舍环境干净整洁、使用安全，依据《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实施办法》，制定本细则。

一、评选组织

第一条 星级文明宿舍创建检查评选工作由校团委“文明教

室创建检查评比工作组”统筹负责。

第二条 团委依托学生会组建校级星级文明宿舍创建检查

信息员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学院（系）检查评比；指导各学院（系）

团委组建院级星级文明宿舍创建检查信息员队伍。

二、评选内容

第三条 评选内容包括思政引领、宣传教育、环境维护、文

明使用四个方面。具体评比内容如下：

1.思政引领。定期开展学生党（团）小组政治理论学习、学

术交流研讨、优良学风创建等活动，有效发挥宿舍思政育人载体

功能和阵地作用。

2.宣传教育。重视挖掘以宿舍为载体的宣传教育活动，及时

宣传报道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发挥先进典型

的教育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的学风、舍风。



3.环境维护。宿舍环境干净整洁，体现学生文明程度和学校

管理水平，为学生正常休息生活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4.文明使用。能切实督促学生遵守宿舍管理规定,促进宿舍文

明使用，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宿舍管理到位，使用安全。

三、考核指标

第四条 思政引领（15 分）

1.结合大学生第二课堂建设，开展学生党(团)小组政治理论

学习、主题党团日活动、学术交流研讨、优良学风创建等活动，

将环境育人和思政育人有机融合，每项活动 2分。（10分）

2.围绕“文明校园”创建，定期配合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卫生

大扫除等活动，不断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每项活动 1-2 分。（5分）

第五条 宣传教育（10 分）

1.围绕星级文明宿舍创建，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每项活

动 2分。（4分）

2.挖掘创建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及时宣传报道，在

学校及社会层面有良好反响。校级媒体报道每次 2分，校外媒体

报道每次 3分，同项活动分值就高认定，不重复。（6分）

第六条 环境维护（40 分）

1.定期清理宿舍卫生，做到桌椅等摆放整齐有序；桌面墙面

等无涂画，墙壁无灰网，地面干净无垃圾、无污迹。（15 分）

2.门窗玻璃干净明亮，窗帘整洁;阳台物品摆放整齐，没有堆

放杂物等（10分）

3.室内（包括阳台）空气清新，无异味。（5分）



4.未发现易燃、易爆等危险品。（5分）

5.发现公共设施出现问题，及时上报后勤服务部门维修或更

换，做到有记录、有行动。（5分）

第七条 文明使用（35 分）

1.宿舍成员床铺干净，衣物被褥叠放整齐，床下物品、书籍

等摆放有序。（10 分）

2.未发现有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接拉电线、饲养宠物等行

为（10 分）

3.没有发现宿舍成员通宵游戏、无故晚归或夜不归宿等不良

现象。（5分）

4.宿舍无人时，做到电源、门窗等处于关闭状态。（5分）

5.宿舍成员行为举止礼貌文明，没有发现宿舍吸烟等不文明

行为。（5分）

四、评比方式

第八条 评比以“公平、公正、有效”为原则，注重过程考

核，通过院系自检、评比组例检、职能部门督导检查等方式进行。

综合评比采取 100 分制计分，根据各项评分情况，计算最后总得

分，按排名先后确定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先进学院（系）。

第九条 自检由各学院（系）依据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本单

位实际，组织信息员队伍实施，每周组织一次，检查依据本细则

评选内容和考核指标量化打分，成绩列入学院（系）创建工作自

评结果。全年自评结果占总成绩的 20%。

第十条 在学院（系）日常自检基础上，由校级星级文明宿

舍创建检查信息员队伍组织例检，每两周组织一次，检查依据本



细则评选内容和考核指标量化打分，成绩列入日常检查结果。全

年日常结果占总成绩的 50%。

第十一条 职能部门督导检查由党委学工部牵头组织相关

职能部门和学院（系、所）开展不定期联合检查，每学期至少两

次。检查依据本细则评选内容和考核指标量化打分，成绩列入相

关职能部门评价结果。全年职能部门评价结果占总成绩的 30%。

五、五星级文明宿舍认定

第十二条 五星级文明宿舍认定内容包括示范引领、学风建

设、素质发展、环境卫生四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示范引领。宿舍成员思想积极上进，能遵纪守法、诚实守

信、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2.学风建设。宿舍有浓厚的学习氛围，成员刻苦钻研，学习

成绩优良。

3.素质发展。宿舍成员积极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

服务、校园文化等活动，取得优异成绩。

4.环境卫生。宿舍卫生清洁，被褥叠放整齐，物品摆放有序；

内务规范，布置美观大方，格调健康高雅。

第十三条 五星级文明宿舍认定依据本细则第十二条量化

打分，采取 100 分制计分，按排名先后确定五星级文明宿舍。具

体如下：

1.示范引领。宿舍成员获得优秀党员、优秀团员、优秀团干

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大学生等校级综合个人荣誉及省级以上

荣誉，每人次 5分。（20 分）

2.学风建设。按照宿舍成员的学习成绩排名，班级第一名计



15 分，名次每递减一名减 0.5 分，依次赋分，取平均值。（30 分）

3.素质拓展。宿舍成员在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校园文化等活动中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每人次 5分。（30 分）

4.环境卫生。按照学院（系）推荐的四星级文明宿舍评选成

绩排名，第一名计 20 分，名次每递减一名减 0.5 分，依次赋分。

（20 分）

第十四条 五星级文明宿舍评选，由学院在四星级文明宿舍

中按照比例择优推荐，文明教室创建检查评比工作组审核，学校

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十五条 宿舍成员受到校纪处分或出现散播错误言论等

情形的，取消五星级文明宿舍评选资格。

六、结果应用

第十六条 评比成绩将作为星级文明宿舍创建先进院系、先

进班级、先进个人和五星级文明宿舍的认定依据；先进院系评比

由党委学工部牵头负责；先进班级和先进个人，由学生团支部或

个人自荐、学院（系）审核后择优推荐、学校文明教室创建检查

评比工作组审核，由学校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