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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系教学科研人员年薪制试行办法 

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吸引和稳定优秀教学科研人员，突出业绩

导向，引导教学科研人员提升创新能力，产出高水平教学科研成果，

做出实质性贡献，根据地质学系实际情况，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一条  基本原则与适用范围 

地质学系教学科研人员（含实行 A类人事代理的博士后出站人员

和海外高水平大学博士毕业生，下同）薪酬计算发放实行按常规标准

计算发放和按年薪制标准发放等并行的多轨制。教学科研人员可自愿

申请选择按年薪制标准发放薪酬。年薪制的年薪包括学校和地质学系

常规发放的各类工资、津贴补贴、课时费、奖金等，含税及社保个人

承担部分（社保部分按学校常规标准计算缴纳），不包括国家、陕西

省和学校额外发放的各类人才津贴补贴等。如实行年薪制的教学科研

人员在达到任务要求的前提下，获得的年薪薪酬未超过按常规标准计

算发放薪酬的规定数额（2017 年规定数额为 5万元/年），则由地质

学系补足差额部分。系党政联席会可视情况研究决定对实行年薪制的

教学科研人员在发放年薪的基础上再依据相关办法或决定发放特别

奖励或奖金。按年薪制标准发放薪酬的教学科研人员实行聘期考核，

聘期三年，适用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年薪档次 

年薪档次具体见附件。各档次年薪标准可由系党政联席会根据情

况适时调整。 

对于引进或地质学系学科建设等工作急需人才，可根据实际情况

实行“一人一议”确定单独的年薪档次、年薪标准和任务要求。 

对实行年薪制的教学科研人员在聘期内的第二年年末进行阶段

考核。如聘期内达不到任务要求，实行年薪制者第三年年薪只发放按

常规标准计算的校发薪酬的按月发放部分，且暂停随后三年申请年薪

制的资格。 

第三条  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具体见附件。各档次申请条件可由系党政联席会根据情

况适时调整。受聘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及按本系办

法认定相应等级职称资格的教学科研人员，只能申请对应职称等级的

年薪档次。申请时原则上须达到附件规定的基本任务要求并具备附件

规定的申请条件。除首次申请者外，申请条件中的论文要求均指申请

前三年内的情况。 

第四条  任务要求 

任务要求具体见附件。各档次任务要求可由系党政联席会根据情

况适时调整。除教学档和讲师档外的其它各档次，如分档任务中的科

研项目达到要求，且能在聘期内发表 2 篇核心期刊以上论文者，可视

同达到任务要求，但须由本人承担的科研项目经费支付 50%的年薪。

除教学档外的其它各档次，如分档任务中的发表论文达到相应要求的

1.5 倍，则其教学任务要求可不作为硬性要求。分档任务中科研项目



起止时间以项目合同时间为准。如科研项目起止时间横跨两个聘期，

则除教授 A 档和教授 B 档外的其它各档次，同一科研项目不得重复使

用作为聘期科研项目任务要求，仅能算作一个聘期任务要求。如同一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非同一人，则此论文仅能作为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一人的聘期任务要求使用，不能重复使用。聘期内职称发

生变化者，仍按原聘期要求执行至聘期结束。 

第五条  确定程序 

1．每年 3 月的第二周结束前，符合申请条件的教学科研人员自

愿提出相应档次年薪制申请，并将相关成果及证明材料提交至系办公

室； 

2．系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负责审查提交的材料； 

3．系办公室将申请及审查通过的材料和任务要求一并在系内张

贴公示一周，对有异议的材料在公示期结束后一周内完成复审； 

4．系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实行年薪制人员。 

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实行，由地质学系党政联

席会负责解释。 

附件：《地质学系教学科研人员年薪制的年薪档次、申请条件与

任务要求》 

                                  地质学系 

                              2017 年 2 月 28 日 

                                                                       

地质学系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 日印 

 



附件： 

  地质学系教学科研人员年薪制年薪档次、 

申请条件与任务要求 

一、年薪档次 

讲师 A档（含实行 A 类人事代理的博士后出站人员和海外高水平

大学博士毕业生，下同）（30 万元/年，此为 2017 年标准，下同）、

讲师 B档（20 万元/年）、副教授（含具备资格者，下同）A 档（35

万元/年）、副教授 B 档（25 万元/年）、教授（含具备资格者，下同）

A 档（50 万元/年）、教授 B档（40 万元/年）、教授 C档（30 万元/

年）、教学 A 档（35 万元/年）、教学 B档（30 万元/年）、教学 C档（20

万元/年）。 

二、申请条件 

讲师 A 档：本人以主持人身份（下同，）承担在研或已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以上项目或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其它科研项

目 1 项，并且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下同，）发表过 B类及以

上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2 篇或发表论

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15 次。 

讲师 B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以上

项目或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1项，或发表过 B 类及以上

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2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15 次。 

副教授 A 档：承担在研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经



费 10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1 项或经费 5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2 项，并发表过 B类及以上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篇或 SCI（EI）

检索论文 2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15 次。 

副教授 B 档：承担在研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以

上项目或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1项，并发表过 B类及以

上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2 篇或发表论

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15 次。 

教授 A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经费 1000 万元以上其

它科研项目 1 项，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或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项目课题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或经费 500 万元以上

其它科研项目 1项，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经费

10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3 项，并发表过 B 类及以上国际高层次

学术期刊论文 1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2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

数超过 15 次。 

教授 B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或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或经费 500 万

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1 项，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

经费 10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2项，并发表过 B类及以上国际高

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2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

引次数超过 15 次。 

教授 C 档：承担在研或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以上



项目或经费 100 万元及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1项或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

其它科研项目 2项，并发表过 B 类及以上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2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15 次。 

教学 A 档（本科专业首席教授）：非常熟悉本科教学工作，有非

常丰富的本科教学经验，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完

整承担过 10 次以上本科生主干课程讲授任务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

导评估合格，制定有很好的本科专业建设方案并经系上组织专家论证

后通过。自 2018 年起，申请人须实行过挂牌选课、教考分离，并且

每次挂牌选课的学生达到平均数的90%以上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

评估合格，所带学生教考分离部分的考试平均成绩高于所有学生的平

均成绩。 

教学 B 档（主干课程团队首席教师）：熟悉本科教学工作，有丰

富的本科教学经验，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有深入的思考，完整承担过

5次以上本科生主干课程讲授任务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评估合格，

制定有很好的主干课程团队建设方案并经系上组织专家论证后通过。

自 2018 年起，申请人须实行过挂牌选课、教考分离，并且每次挂牌

选课的学生达到平均数的90%以上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评估合格，

所带学生教考分离部分的考试平均成绩高于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 

教学 C 档（主干课程责任教师）：较为熟悉本科教学工作，有比

较丰富的本科教学经验，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完

整承担过 3 次以上本科生主干课程讲授任务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

导评估合格，制定有较好的主干课程建设方案并经系上组织专家论证



后通过。自 2018 年起，申请人须实行过挂牌选课、教考分离，并且

每次挂牌选课的学生达到平均数的90%以上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

评估合格，所带学生教考分离部分的考试平均成绩高于所有学生的平

均成绩。 

三、任务要求 

（一）基本任务要求 

每学年至少为本科生完整讲授一门课程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

导评估合格，无重大教学事故和责任事故，达到地质学系教学工作量

等任务要求和公益任务要求；实行 A类人事代理的博士后出站人员和

海外高水平大学博士毕业生受聘不满 3 年者，教学工作量包含按本系

相关规定计算的听课工作量，完成 1门本科课程的教学准备工作及要

求的其它教学任务和公益任务，满 3年时须通过教学能力考核。 

（二）分档任务要求 

讲师 A 档：以西北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以主持人身份（下同，）

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经费 100 万元以上

其它科研项目）1项或经费 5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2项，并以西

北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下同，）发表 A 类

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1篇或B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2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4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30 次。 

讲师 B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或经

费 5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1项，并发表 A 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

刊论文 1篇或 B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2篇或 SCI（EI）检索论



文 4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30 次。 

副教授 A 档：再次承担在研或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或经费 10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1项或经费 50 万元以上其

它科研项目 2 项，并发表 A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B类国

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2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4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30 次。 

副教授 B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

经费 10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1项或经费 5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

项目 2项，并发表 A 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B 类国际高层

次学术期刊论文 2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4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

次数超过 30 次。 

教授 A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经费 1000 万元以上其

它科研项目 1 项，并发表 A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或 B类国

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2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4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30 次。 

教授 B 档：承担在研或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或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或经费 500 万

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 1 项，并发表 A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 篇

或 B 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2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4篇或发

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30 次。 

教授 C 档：再次承担在研或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或经费 100 万元以上其它科研项目）1 项或经费 50 万元以上其它

科研项目 2 项，并发表 A类国际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1篇或 B类国际

高层次学术期刊论文 2 篇或 SCI（EI）检索论文 4 篇或发表论文 SCI

他引次数超过 30 次。 

教学 A 档（本科专业首席教授）：每年完整承担一门本科生主干

课程讲授任务，实行挂牌选课、教考分离，挂牌选课的学生达到平均

数的 90%以上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评估合格，所带学生教考分离

部分的考试平均成绩高于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以西北大学为第一单

位，本人为第一作者（下同，）公开发表教改论文 2篇。带领教师开

展高质量本科专业建设，圆满完成本科专业建设任务，并使本专业教

师主持的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获批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或国

家级视频公开课或国家认定的在线课程或者通过国家检查评估，或使

本专业教师主编的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教材获批成为国家规划教材

或增加了一所其它高校推广使用或再版升级或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

材，或使本专业教师作为主持人获批一项国家教改项目或通过国家检

查验收，或使本专业获批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或虚拟仿真中

心或者通过国家检查评估，或使本专业教师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一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教学 B 档（主干课程团队首席教师）：每年完整承担一门本科生

主干课程讲授任务，实行挂牌选课、教考分离，挂牌选课的学生达到

平均数的 90%以上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评估合格，所带学生教考

分离部分的考试平均成绩高于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公开发表教改论



文 2 篇。带领团队开展高质量教学建设，圆满完成团队建设任务，并

使团队成员主持的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获批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或国家级视频公开课或国家认定的在线课程或者通过国家检查

评估，或使团队成员主编的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教材获批成为国家规

划教材或增加了一所其它高校推广使用或再版升级或被评为国家级

或省级优秀教材，或使团队成员作为主持人获批一项省级以上教改项

目或通过检查验收，或使团队成员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一项省级以上

教学成果奖。 

教学 C 档（主干课程责任教师）：每年完整承担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

讲授任务，实行挂牌选课、教考分离，挂牌选课的学生达到平均数的

90%以上且授课经教学评估或督导评估合格，所带学生教考分离部分

的考试平均成绩高于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公开发表教改论文 2 篇。

作为主持人使所承担的本科生主干课程获批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或国家级视频公开课或国家认定的在线课程或者通过国家检查

评估，或主编的本科生主干课程教材获批成为国家规划教材或增加了

一所其它高校推广使用或再版升级或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优秀教材，

或作为主持人获批一项省级以上教改项目或通过检查验收，或作为第

一获奖人获得一项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