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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2022 年度奖学金评选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奖单位及个人 评选条件 

奖励标准及

评选名额 
评选范围 

1 小米特等奖学金 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学校，

热爱所学专业，在思想、品德、作风等方面起到模范作用，综合

素质优秀，学年德育考评成绩为“优”； 

2．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明礼诚信，

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前 5%； 

3．社会责任感强，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

益活动； 

4．有以山东大学为第一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不包括实用新

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在全国性及以上重要科技创新大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者优先； 

5．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优先； 

6．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7．在当评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6 名，20000 元/

人/学年。 

全日制二年级（含）及以

上在校本科生； 

 

2 小米奖学金 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学校，

热爱所学专业，在思想、品德、作风等方面起到模范作用，综合

素质优秀，学年德育考评成绩为“优”； 

2．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明礼诚信，

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前 10%； 

3．社会责任感强，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

益活动； 

4．有以山东大学为第一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不包括实用新

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在省级及以上重要科技创新大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者优先； 

5．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优先； 

6．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7．在当评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26 名，5000 元/

人/学年。 

经济学院、数学学院、物

理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机械工程学院、控制科学

与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电气工程学院、软件学

院、微电子学院、管理学院、

齐鲁交通学院、泰山学堂、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前沿交叉科学

青岛研究院、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数

学与统计学院全日制二年级

（含）及以上在校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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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潍柴动力奖学金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 热爱祖国，品行端正，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 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10%，必修课、

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4. 发展全面，在科研创新、社会工作、社会实践、文体活动

等领域有突出成绩；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20 名，8000 元/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机械

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的全校全日制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本科生。 

4 宏信奖学金 北京宏信公益基金会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举止文明，学生学

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 

3.学习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 

4.前一学年需在院级以上（含院级）学生组织中担任主要工

作或前一学年从事过累计不低于 48 小时的社会公益活动； 

5.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30%（有在校创业经历或者创业项目的

学生，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50%，获奖名额不超过两名），必修课、

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6.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获得奖学金： 

⑴违反校纪受到处分者;⑵必修课、限选课有不及格记录者；

⑶其他有损学校荣誉等行为者；⑷学年内获得其他同类奖学金

者。 

经济学院推荐 6

名，管理学院推荐

6 名，从 12 名候

选人中差额产生

10 名，奖励每人

每年 6000 元/人

民币。 

全校全日制三、四年级经济学

院、管理学院本科生。 

5 正海创新英才奖学金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

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品德优良;，学生学年德育

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学习成绩优良，科研能力显著，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10%，

必修课、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4.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 

5.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共计 9 名，每人每

年 6000 元人民

币，机械工程学

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物理学院

各 3 名。 

机械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物理学院的全日

制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

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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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星奖学金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乐于助人，

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 勤奋、刻苦，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30%，必修课、限选课无

不及格现象； 

4 学科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竞争意识； 

5.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担任学生干部者优先考虑； 

6. 遵守国家法律，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

评资格； 

7.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10 名， 5000 元/

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机

械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控

制科学与工程学院、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经济学院、管理

学院、外国语学院（必选，1

名韩国语专业学生）的二、

三年级（以新升入三年级的本

科生为主）全日制在校本科

生。 

7 玲珑集团奖学金 玲珑集团 

1. 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遵纪守法，积极上进，品行端

正，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10%，必修课、

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3. 综合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有较强的组织

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身心健康，

乐观进取； 

4. 遵守国家法律，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

评资格；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44 名， 5000 元/

名。 

外国语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软件学院、机械

工程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第一临床学院、第二临床学

院、医学融合与实践中心、

基础医学院、护理学院、管

理学院全日制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本科生。 

8 华为奖学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在本次评奖学年内

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 诚实守信，品德优良，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4. 学习成绩优良，科研能力显著，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10%，

必修课、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5. 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 

6. 参加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共同组织的实践活

动，且表现优良者优先考虑（没有实习经历的申报学生执行第 4

条）； 

7.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5 名，5000 元/名 

数学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软件学院、控制科学与

工程学院全校全日制二年级

以上（含二年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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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齐鲁制药优秀学生奖

学金 

山东齐鲁制药公益慈善基

金会 

1.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

遵纪守法，积极上进，品行端正，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学习成绩排名列前 30%，必修课、

限选课(包括处于各种原因进行重修的必修课程)无不及格现象; 

3.遵守国家法律，在当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

评资格; 

4.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30 名，5000 元/

人/学年。 

化学与化工学院、生命科学

院、药学院、基础医学院、第

一临床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医学融合与实践中心、口腔医

学院的二年级以上 (含二年

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

生。 

10 新百廿奖学金 山东大学校友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在本次评奖学年内

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 诚实守信，品德优良，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4. 学习成绩优良，综合素质全面，学生学习成绩排名列前

30%，必修课、限选课（包括处于各种原因进行重修的必修课程）

无不及格现象；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100 名，5000 元/

人/学年。 

全日制二年级（含）及以上在

校本科生（学院及名额详见名

额分配表） 

11 金利来奖学金 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乐于助人，

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勤奋、刻苦，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30%，必修课、限选课无

不及格现象； 

3. 遵守国家法律，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

评资格； 

4.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40 名，5000 元/人

/学年。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文学

院、历史文化学院、艺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儒学研究院（尼

山学堂）、国际教育学院的二

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全日制

在校本科生。 

12 蒋震荷泽奖学金 
蒋震工业慈善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 

要求获奖学生来自山东省荷泽地区，且家庭经济困难； 

1. 诚实守信﹑勤奋上进﹑品行端正﹑关爱社会； 

2. 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 80 分以上，必修课、限

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3. 学生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4. 无任何违反法律和校规的行为；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同类奖学金。 

每年奖励 40 名，

大一至大四每年

级各 10 人， 5000

元/名，每名学生

的受资助时间为

四年。 

1.全日制在校家庭经济

困难的本科生，菏泽籍。 

2.2021年度获奖的2019、

2020、2021 级学生仍符合条

件者，可通过学院提出申请，

经审核通过可继续获得奖学

金（基金会要求平均学分绩点

在 80 分以上）；考核不合格学

生的名额，在同年级学生中递

补。一个学生最高可连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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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该项奖学金； 

3. 2022 级新生每个学院

限报一人，学校择优选定 10

人。 

13 海信奖学金 
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 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遵纪守法，积极上进，品行端

正，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30%，必修课、

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3. 遵守国家法律，在当次评奖学年内受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

格； 

4.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每人奖励 4000 元

人民币/年，共 6

人 

管理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全日制二年级以上

（含二年级）本科生。 

14 小松中日奖学金 
小松（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1. 热爱祖国，品行端正，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 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学生学习成绩

排名列前 30%，必修课、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4. 符合以上条件、生活贫困的学生优先评定；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40 名，3000 元/

名 

全日制二年级以上（含二年

级）本科生（均为工科生）。

奖励对象向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做适

当倾斜。                                                                                                                                                                                                                                                                                                                                                                                                                                                                                                                                                                                                                                                                                                                                                                                                                                                                                                                                                                                                                          

15 山东广电奖学金 

山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和

山东广电系统的部分山东

大学校友 

1. 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遵纪守法，积极上进，品行端

正，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

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2. 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20%，必修课、

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3. 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热心公益事

业； 

4.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校内外的新闻实践活动，

在新闻稿件的写作、编辑、采访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对于参加

广播电视新闻实践活动成绩突出的学生优先考虑。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17 名，3000 元/名 

具有山东大学学籍的二、三年

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奖励

对象向新闻传播学院学生适

当倾斜）。 

16 港华燃气奖学金 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学年德

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身体健康； 

3.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道德品质优良，诚

20 名，3000 元/名 

管理学院（会计、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电

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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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守信，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4.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优秀,学生学习成

绩列前 40%，必修课、限选课无不及格现象； 

5. 在社会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科技创新或者社会工作等方

面表现优秀，担任学生干部的优先考虑。 

6.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动化）、土建与水利学院（土

木工程、建筑学 工程力学）

的全日制二年级及以上本科

学生。 

17 
侯拱辰优秀贫困生奖

学金 
侯拱辰先生 

申请学生应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热爱祖国，学生学年德育考评成绩“良”以上； 

2. 在本次评奖学年内受学校纪律处分者无参评资格； 

3.学习努力，成绩优良，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

方面突出，学生学习成绩列前 50%，必修课、限选课无不及格现

象； 

4.对于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或有志于毕业后服务我国西部经济

社会建设的学生，可适当放宽申请基本条件。 

5. 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社会奖学金。 

20 名，1000 元/

名 

全校全日制二年级以上（含二

年级）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