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文件 
 

厦大生科综〔2018〕2 号 

─────────★──────── 

关于印发《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

人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 

 

全院各单位：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了《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实施办法》。 

现将《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实施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实

施办法》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年 4月 25日 

学院办公室                           2018年 4月 25日印发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由厦门大学生物系 52

级校友林毅雄先生的遗孀徐明慧女士为秉承林毅雄先生的遗愿，感恩

厦门大学，捐资 100万元人民币设立。  

第二条 林毅雄先生对厦大的感情非常深厚，生前常常对徐明慧

女士说，永远忘不了厦门大学的恩师对自己的教育和栽培，要想法子

捐点钱给母校，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2018年 4月 1日，已 86岁高

龄的徐明慧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拄着拐杖，乘坐火车奔波 16 个小

时来到学校，捐赠 100万元，这是她出售自己和先生林毅雄在北京唯

一的一套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66 平米学校福利房，除去自己定居

在老年公寓所需的基本养老费用外所剩下的款项。徐明慧女士的捐赠

义举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第三条 “林毅雄育人基金”为开放式基金，欢迎校友和社会各

界捐赠注入新资金（开户单位: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厦大支行,帐号:4100021709024908875;请

注明捐赠林毅雄育人基金），让感恩精神代代相传。学院将捐赠项目

的配套经费 50万元全部注入该基金。基金起始总经费为 150万元。 

第四条 “林毅雄育人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奖励品学

兼优学生和支持学生提升素质，参加学科竞赛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感恩母校，无私奉献精神。基金设置助学金、奖学金和“嫩苗”成长

计划、奖教金项目。每年资助或奖励对象为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

校师生，资助或奖励名单由学院评奖委员会根据当年申请情况评定后

实施。 

第二章 助学金评定细则 

第五条 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或因重大疾病、家庭

重大变故导致学习生活困难的在校学生。 

第六条  助学金评定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需经过厦门大学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五）因突发重大疾病或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的导致学习生活困难

的。 

（六）个人未申请但班级委员会集体推荐的； 

第七条 助学金资助额度为 3000元/人，每年资助不超过 8人。 

第八条 突发重大疾病、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导致生活严重困难的，

资助不受上述额度和评定时间限定，由学院评奖委员会和捐赠人（联

络人）共同协商给予一次性资助，个人申请资助之日起即可启动资助

程序。 

第九条助学金评定程序： 

（一）助学金每年校庆期间评定； 

（二）学院发布通知，申请人提交《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学

金申请表》；班级委员会集体推荐的，班委会出具书面推荐意见并签

字； 

（三）学工组对申报人的材料进行审核，提交学院评奖委员会； 

（四）学院评奖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评定工作，拟定资助名单；  

（五）经捐赠人（联络人）确认后学院报由学校财务处将助学金

汇入学生银行卡。 

第三章奖学金评定细则 

第十条 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我院品学兼优的学生（不含定向生、

延期毕业学生）。 

第十一条 奖学金评奖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勤奋刻苦，学业成绩优良，评审年度以参评时的前三个学



期（含第三学期）成绩为依据；有校际交流学习经历的，按参评前实

际在校最近三个学期（含第三学期）成绩为依据；应修课程（包括往

年应当重修的课程，全校性选修课不计在内）全部合格； 

（四）博士研究生必须有科研成果，硕士研究生有科研成果的优

先；不同学年参评的，已使用过的科研成果不得重复使用。 

第十二条 奖学金奖励额度 3000元/人，每年评选不超过 4人。 

第十三条  奖学金评奖程序： 

（一）奖学金每年校庆期间评定； 

（二）学院发布通知，申请人提交《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奖学

金申请表》； 

（二）辅导员对申报人的材料进行审核，提交学院评奖委员会； 

（三）学院评奖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评定工作，拟定推荐名单，

与捐赠人（联络人）达成共识后面向全院师生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

无异议后生效； 

（四）学院报由学校财务处将奖学金一次性汇入获奖人银行卡

中。 

第四章 奖教金评定细则 

第十四条 奖教金主要用于奖励学院在职专任教师、党政管理和

专业技术人员，可以个人或者团队申请。 

第十五条 奖教金评奖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关心爱护学生，在我院工作一年以

上，工作业绩突出； 

（四）近两年获得教学技能比赛奖、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

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在省级及以上重大学科赛事中带队并获奖的教

师优先考虑； 



（五）此前曾获校院级奖教金须间隔两年，且有新的成果或成绩

方可申报； 

（六）评奖成果必须以厦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第十六条 奖教金奖励标准为 5000元/人，每年评选不超过 4人。 

第十七条 奖教金评定程序： 

（一）奖教金每年校庆期间评定； 

（二）学院发布通知，申请人填写《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奖教

金申报表》； 

（二）学院办公室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提交学院评奖委

员会； 

（三）学院评奖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评定工作，拟定推荐名单，

并面向全院师生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生效； 

（四）学院报由学校财务处将奖教金一次性汇入获奖人员银行卡

中。 

第五章 嫩苗成长计划资助细则 

第十八条 嫩苗成长计划旨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支持学生

开展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主要用于资助学院组织的各类学术论

坛、学科学业竞赛、社会实践、学生活动等。  

第十九条 嫩苗成长计划资助额度每年不超过 2 万。采取一事一

议，灵活发放的机制，按需按时申请提供支持。活动负责人填写《厦

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嫩苗成长计划申请表》，并提交活动详细策划书

及预算，经学院审批后按照财务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获得“嫩苗成长计划资助的项目，结束后必须向学院

提交总结报告。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着助困奖优、宁缺毋滥的原则，每年资助总额度

根据当年受助受奖对象情况而定，如有剩余，滚存至下一年度。学院



财务人员严格按照财务规定执行，负责做好基金收支账务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同一评奖年度内，奖、助金不与国家级、校级、院

级奖、助金同时获取。 

第二十三条 为弘扬“感恩、责任、奉献”的传统美德，学院统

一制作基金资助、奖励证书，并加盖学院和捐赠单位公章，颁给每位

受惠者，同时每年将获得“林毅雄育人基金”奖励或资助的名单及基

金支出金额汇总给捐赠人（联络人）。获得基金奖励或资助的学生，

可以以适当方式向捐赠人表示感谢。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评奖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与捐赠人达成共识，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

论通过后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年 4月 25日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助学金申请表 

本

人 

情

况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电子 

照片 
身份证号

码 
 

联系电

话 
 

学生类别 本/硕/博 专业  

申请理由：（请认真、具体、客观、真实填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评奖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生命科学学院制表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嫩苗成长计划”申请表 

申请人  
联系

电话 
 专    业  

申请资助项目名

称及资助金额 

 

项目方案及预算： 

 

本人保证以上填写信息真实无误。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评奖委员会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生命科学学院制表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毅雄育人基金”奖学金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学生类

别 
本/硕/博 

政治面

貌 
 

系 

别 
 

年 

级 
 

专    

业 
 

学   

号 
 

联系电话  
银行卡号（注明

银行） 
 

综合成绩

（排名） 
 

上一学年 

获奖情况 

 

 

 

参加社会 

实践情况 
 

参加志愿 

服务情况 

 

 

 

担任学生 

干部情况 
 



个人签名 
本人保证以上填写信息真实无误。    
                   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民主 

评议意见 

                                      
班长：             团支书：                    年    

月    日 

学院评奖 

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生命科学学院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