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专科学生综合测评工作流程图

每学期初,学校发布综合测评通知

院 (系 )组织安排相关工作

专业班测评专业理论成绩
专业班测评思
、身心素质、

想政治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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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专业班综合测评,并在班级公示 学生或教师对公示结果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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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詈:∶l亍蚤:;:∶∶:耀 :::「
理

学工部 (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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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学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工作流程图

每学期初,学校发布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通知

院 (系 )组织安排相关工作

班级进行综合测评

班级依据综合测评咸绩及其他评选条件,筛选出优秀学生
奖学金人选。 学生或教师对公示结果有异议

院 (系 )审核、公示 实名反映问题

院 (系 )终审、汇总报送学工部 (处 )

学工部 (处 )对所反映的问
题核实并督促院 (系 )资助工作
组处理。

学工部 (处 )审核、备案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学生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其他社会资助奖学金评定工作流程图

学生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其他社会资助奖学金工作发布通知

院 (系 )组织安排相关工作,依据奖学金评审条件筛选出符合条件学生

符合申请条件学生提出申请,递交材料

学生或教师对公示结果有异议
专业班公示

实名反映问题

学工部 (处 )对所反映的问题核实并

督促院 (系 )资助工作组处理

召开院 (系 )资助工作组会议进行审核

院 (系 )资助工作组坚持民主集中制,最终决议班级评审结果

院 (系 )公示、汇总后报送学工部 (处 )终审、公示并备案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学生各项助学金评定工作流程图

学生各项助学金工作发布通知

院 (系 )组织安排相关工作,依据助学金评审条件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出申请,递交材料

专业班民主评议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学生或教师对公示结果有异议
专业班公示

实名反映问题

学工部 (处 )对所反映的问题核实并

督促院 (系 )资助工作组处理

召开院 (系 )资助工作组会议进行审核

院 (系 )资助工作组坚持民主集中制,最终决议专业班评审结果

(系 )公示、汇总建档并报送学工部 (处 )备案



本、专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流程图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发布通知。

院 (系 )严格执行 《山西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试行)》 组织安排相关工作。

学生提出申请,递交材料。

学生或教师对公示结果有异议
专业班公示

实名反映问题

学工部 (处 )对所反映的问题核

实并督促院 (系 )资助工作组处理。

召开院 (系 )资助工作组会议进行审核。

院 (系 )资助工作组坚持民主集中制,最终决议班级评审结果。

院 (系 )汇总、公示、建档并报送学工部 (处 )备案。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⒛ 16.5.9



本、专科学生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工作流程图

每学年末发布国家开发银行学生生源地贷款通知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组织学院 (系 )副书记、辅导员学习生源地贷款相关政策。并对有贷款意愿的学生进行调查

摸底和讲解相关政策。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续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首贷。

由续贷意愿的学生,需在
“
国家开

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
填写⒛0

字以上的续贷申请,由学工部
(处 )在网上审核。

学生在生源地申请贷款,办理

相关手续,并领取贷款受理证明。

在贷款受理证明左上角空白处

签上学生姓名、学号和联系电话。

学生在生源地资助中心办理相

关手续并领取贷款受理证明,在贷

款受理证明左上角空自处签上本人

姓名、学号和联系电话。

辅导员收取贷款受理证明,并
确认学生的学费及住宿费后,在受

理证明右上角空白处标注清楚。

辅导员、院 (系 )副书记分别签

字后盖章,由院 (系 )贷款专管员

统一上报校学生工作部 (处 )。

贷款成功后,打入学校账户。学生工作部 (处 )组织专人在

网上逐一录入回执。



本、专科学生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还款工作流程图

凡贷款学生均可在每月的 1至 10日 (11月 除外 )自 行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https∶ //s1s.cdb com.cll)点 击 提 前 还 款 申 请 并 填 写 相 关 信 息 。

还款学生需在提交提前还款的当月⒛日之前将应还本金和利启、足额打入个人对应的贷款专用支付

宝账户 (贷款逾期学生直接将所欠贷款本金及利J軎、足额打入贷款专用支付宝账户即可,不需提前申

请 )。

系统结算:助学贷款信虑、管理系统在每月的⒛日晚自动扣款。 (系统每月1日 执行月度结启、,每年

11月 1日 执行年度结虑、。每年11月 ⒛日△2月 15日 系统收取当年利 J自、,贷款学生应在 12月 15日 前进入系

统查看本人当年应交利扈、总额,然后足额打入个人对应的贷款专用支付宝账户,系统在12月 ⒛日晚自

动扣款。)

还款查询:还款学生可在还款后的当月末或次月初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询还款是

否成功。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学生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毕业生毕业确认工作流程图

学院 (系 )通知贷款应属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登陆
“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
进行毕

业确认

登陆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后,在 “
个人信息变更

”
功能中填写就业信息、更新联系方

式后,在 “
毕业确认申请

”
功能中提交毕业确认申请

学工部 (处 )登陆生源地系统,在 “
毕业确认

”
功能中查看本校需进行毕业确认的学生名单,并

学生的毕业确认申请进行审核。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学生其他银行生源地贷款工作流程图

学生在生源地办理贷款手续,领取或从系统中直接打印贷款受理证明或回执单。

由学院 (系 )辅导员、副书记确认,并在左上角签字后并盖院 (系 )党委 (党总支)公章

学生工作部 (处 )审核、盖章、备案。

学生将学校审核后的受理证明或回执单交生源地相关单位。

贷款成功后,打入学校账户。

学生本人到校计划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地方性政府及其它资助确认工作流程图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当地领取地方性资助受理相关表格或证明。

由学院 (系 )辅导员、副书记确认签字并盖学院 (系 )党委 (党总支)公章。

学生工作部 (处 )审核、盖章、备案。

学生将学校审核后相关受理表格或证明,交当地资助单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当地政府或其它资助。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zO16.5.9



本、专科学生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工作流程图

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因自然灾害、家庭突发变故等因素导致的家庭经济经济困难,向
学院 (系 )提出临时困难补助申请

学 院 (系 )资助工作组审核后,形成书面报告。

学工部 (处 )审核批准、备案,报送计划财务处。

计划财务处发放至受助学生一卡通账户

学生刷卡查询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申请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应 (往 )届毕业生和在校学生,需登录学信网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在线填

写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请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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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自主申请表》 (以下三表都简称为 《补偿代偿申请表》 填表项目依次填

写,内容要真实有效。)学校资助部门地址及邮编。统一填写为:山 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92号 山西大

学 学生工作部 (处 ),邮编030006。 统一填写学校发放的一卡通账号。

正反打印系统生成的

认后,由所在学院 (系 )

《补偿代偿申请表》,M纸规格,一式两份。

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签字后加盖学院 (系 )

学生本人在申请人签字栏内签字确

党委 (党总支)公章。

学生到学校计划财务处审核学费标准及缴纳情况并签字盖章。

学生向学校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提交 《补偿代偿申请表》 (一式两份 )。 学生工作

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表逐一进行审核并签字盖章。发给学生本人。

学生将审批后的 《补偿代偿申请表》随入伍申请表一同交当地武装部征兵办。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

学生被批准入伍后,由 其本人或家长在学生入伍后30个工作日内,将 由当地武装部征兵办签字盖章后的 《补

偿代偿申请表》及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毕业证 (休学证明)复印件、一卡通复印件提交到学校学生工作部

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老师登录学信网,

上加盖山西大学公章后报山西省教育厅学生资助中心。
审核学生信启、并在 《补偿代偿申请表》和汇总表

本、专科学生入伍补偿、学费代偿拨款到位后, 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向计划财务处提交

学生名单及一卡通银行账号信启、。

计划财务处办理银行转账支付手续, 学生刷卡查询。

本、专科学生服义务兵役学生学费补偿、代偿贷款工作流程图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⒛ 16.5.9



本、专科学生直招士官国家资助工作流程图

国家资助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 (以 下简称
“
高校学生

”),是指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为

部队士官的仝日制普通本专科 (含高职 )、 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 (往 )届毕业生,以及成人高校的

普通本专科 (高职)应 (往 )届毕业生,登陆学信网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在线填写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

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以下简称 《补偿代偿申请表》 填表项目依次填写,内 容要真

实有效。)学校资助部门地址及邮编。统一填写为:山 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92号 山西大学 学生工作部

(处 ),邮编030006。 统一填写学校发放的一卡通账号。

正反打印系统生成的

认后,由所在学院 (系 )

《补偿代偿申请表》,M纸规格,一式两份。

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签字后加盖学院 (系 )

学生本人在申请人签字栏内签字确

党委 (党总支)公章。

学生到学校计划财务处审核学费标准及缴纳情况并签字盖章。

学生向学校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提交 《补偿代偿申请表》 (一式两份 )。 学生工作

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表逐一进行审核并签字盖章。发给学生本人。

学生将审批后的 《补偿代偿申请表》交当地武装部征兵办。

学生被批准入伍后,由其本人或家长在学生入伍后30个工作日内,《补偿代偿申请表》由当地武装部彳

兵办签字盖章后将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一卡通复印件提交到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

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老师登录学信网,审核学生信启、后,在 《补偿代偿申请表》及

汇总表上加盖山西大学公章后报山西省教育厅学生资助中心。

本、专科学生入伍补偿、学费代偿拨款到位后, 学生工作部 (处 )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向计划财务

提交学生名单及一卡通银行账号信息。

计划财务处办理银行转账支付手续, 学生刷卡查询。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⒛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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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学生变更一卡通帐号工作流程图

一卡通银行账户是学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及助学贷款的唯一账户。本、专科学生一卡通若损坏或

丢失后,在卡务中心补办后将一卡通复印件报送至学院 (系 )辅导员。

奖助学金发放时,由学院 (系 )将更新后的获得奖助学生名单和准确一卡通帐号报送至学生工作

部 (处 )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辅导员留存后更新汇总到专业班一卡通账号库



本、专科学生遗失获奖证书需学校出具获奖证明工作流程图

学工部 (处 )依据院 (系 )提供信息为学生出具证明

山西大学学生工作部 (处 )

2016.5.9

本、专科学生遗失获奖证书后,需先到就读院 (系 )党委 (党总支 )出具证明

辅导员、院 (系 )副书记在证明上签字并盖院 (系 )党委 (党总支)公章



本、专科学生校方责任保险和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工作流程图

学生在学校统一组织或安排的活动
过程中,因 自然灾害、学生自身原因、

学生体脑差异、校外的突发性侵害而导

致学生发生人身伤亡,学校己履行相应
职责,行为并无不当,但依法仍需对伤
亡学生承担经济补偿。

符合上述条件学生在发生保险责任或无责事
故后,保护现场由学院 (系 )辅导员向北京联合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及承保的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报案。

报 案 电 话 :0351胡 717157、 95585

学院 (系)辅导员
、副书记审核确认所

有材料,所需盖学校

公章的材料,由学院
(系 )出具用印凭

单,在副书记签字并

加盖学院 (系 )党委
(党总支)公章后到

学生工作部 (处 )确
认盖章,最后到校办
盖学校公章。

学生索赔所需的单证 :

(1)保险单正本复印件 (学工部 (处 )提供 )、 索赔申请书
(2)出险学生学籍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

(3)填写出险通知书 (保险公司提供 )

(4)相关单据及证明资料,包括病历卡原件、医疗费、交通费等

相关费用单据原件 (如有其他保险,需提供单据复印件和赔款分割

单),如有误工费,需误工证明和工资证明,如有伤残,需伤残鉴

定报告,如发生死亡,需死亡证明 ;

(5)如经过法院判决或仲裁,需法院判决书或仲裁书 ;

(6)保险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证明。

上述材料由辅导员提交至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由保险公司定则定损,出 具理赔意

见,进行理赔。

理赔成功后,由 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

公司将理赔款打入学校账户。

学生工作部 (处 )确认理赔款到帐后,给学生出具证明到计划财务处领款。

山西大学学工部 (处 )

201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