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联合审计学院文明寝室标准化建设和评定办法 

（试行） 

 

学生宿舍是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是学院对学生进行

思想品德教育和行为养成教育的重要课堂，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为全面推进我院学生宿舍文明寝室的创

建工作，倡导“整洁优美、安全有序、团结友爱”的宿舍环境，

营造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宿舍氛围，培养良好的个人和集体文

明行为习惯，提高道德和文化修养，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目标 

(一) 共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服从学校和学院

的公寓管理； 

(二) 宿舍卫生管理制度完善，大、小寝室长配备到位，认真负

责，全面履行岗位职责； 

(三) 内务整洁，干净，有序； 

(四) 安全责任意识强，没有出现安全责任事故或人为事故； 

(五)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健康、文明、互相尊重、

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六) 室友关系融洽，学习氛围浓厚，奋发有为，共同进步。 

二、建设标准 

（一）宿舍卫生 

1. 整体情况 

(1) 宿舍整体布置整洁，无食品包装等废弃物品，垃圾入篓，

及时清理（每日至少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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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风良好，空气新鲜、无异味； 

2.门窗家具 

(1) 门窗玻璃干净、明亮； 

(2) 门窗、灯具、家具无灰尘； 

3.墙壁地面 

(1) 墙壁、屋顶干净无积灰无蜘蛛网； 

(2) 地面干净，无积水，无垃圾； 

4.衣物被褥 

(1) 衣物及时清洗，被褥整齐入柜，不随意堆放； 

(2) 床铺整洁，枕头、被子放置整齐划一； 

(3) 被子、褥子每人各不超过 2床； 

(4) 衣帽、鞋子摆放整齐，及时洗晒和收纳，鞋子每人不超过

5 双，拖鞋每人不超过 2双； 

5.物品摆放 

(1) 水瓶、毛巾摆放整齐； 

(2) 桌椅摆放整齐，桌面整洁； 

(3) 书架上物品摆放整齐； 

(4) 床下无杂物； 

6.公共区域 

(1) 阳台、客厅干净、整洁，无积水，不堆放个人物品和废弃

物品； 

(2) 盥洗间及时清洁，保持通风、卫生，无异味； 

7. 制度建设 

（1）卫生制度健全，大、小寝室长履职情况良好； 



（2）值日表明确并执行到位。 

（二） 宿舍文化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行为习惯； 

2. 寝室成员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营造争先创优、积极进步的

良好氛围； 

3. 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公益性的寝室文化活动，落实晨

读晨练、每日一讲、每周锻炼等活动； 

4. 寝室布置整体协调、美观、舒适，有文化特色和亮点，在不

损害地面、墙体、柜体的前提下，可适当对寝室的地面、墙

壁、家具等进行美化、亮化工作，倡导营造健康、淡雅、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5. 讲文明、懂礼貌，尊重他人劳动，服从管理，配合做好登记

检查、内务评比等管理工作； 

6. 不信谣、不传谣，谨言慎行，自觉维护学校、学院声誉，树

立新时代大学生的良好社会形象。 

（三） 宿舍安全 

1. 爱护消防设施、设备，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公寓区的消防设

施设备，严禁私拆防火、防盗等防护安全设施； 

2. 严禁私接电源，严禁将电线缠绕在铁床或金属架等物品上。

严禁使用、存放电炉、电饭煲、电热杯、电热毯、热得快、电吹

风、电暖器、电热煲、电水壶、电玩具等大功率的电器（除学校

配套的公用洗衣机外，其它洗衣机不得进入公寓楼内）和劣质、

小功率危险电器（如暖手宝、烘鞋器等）及其他未经批准使用的

电器。对违规使用、存放电器者，除收缴代管或没收违章电器外，



通报学院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警告处分，引发火灾或造成严重后果

者，给予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 

3. 严禁使用酒精炉、煤油炉、卡式炉等，严禁点蜡烛，焚烧信

件等杂物； 

4. 严禁将易燃品、易爆品、化学药品、易腐蚀物品等各种危险

品（如酒精、白酒、汽油、煤油、烟花爆竹、硫酸等）带入公寓

区内； 

5. 公寓内不得安装搭接另外的照明设施，如果确有需要，可以

使用安全台灯，但不得靠近蚊帐、被褥等； 

6. 加强防范意识，保管好个人现金、存折、银行卡，存折、银

行卡须加密码并注意保密不要将密码泄露，手机、随身听、电脑

等贵重物品要谨慎保管；  

7. 离开寝室随手关门，无人时自觉锁好门窗； 

8. 男女宿舍之间原则上不得窜舍； 

9. 周末、节假日外出要按照《南京审计大学本科生请假制度》

履行请假手续。如有未经批准擅自离校、夜不归宿、留宿他人等

现象发生，一经查实，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直至退学； 

10.不得豢养、寄存动物，防止传播疾病，如有感染传染性疾病

者应如实上报并及时隔离治疗。 

（四） 宿舍秩序 

1.每日务必在 23:00前回寝室，按要求签到后即不得离开，有特

殊情况需提前联系辅导员及宿管阿姨； 

2.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按时起床，按时就寝（晚熄灯时间为

23:30），按指定房间、床位住宿，不喧哗，不吵闹； 



3.不在寝室内进行酗酒、拍球、踢球等活动，更不能在寝室内进

行打牌、赌博等违法违纪活动，凡发生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

行为，按《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予以处理； 

4.寝室成员应自觉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在休息

的时间进行打游戏等干扰他人正常休息的活动，如出现以上情况

视情节给予处分，直至退学； 

5.爱护公共财物和各项设施，不得私自移动、调换、搬出公寓内

的家具，不踢门、撞门，不得私拆公共设施、消防设备，公物损

坏要及时到值班室报修，人为损坏应照价赔偿； 

6.严禁在公寓区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一经发现没收所有经营物

品并视情节给予处罚； 

7.严禁私自安装调换门锁，不得将本舍钥匙转借他人或加以私配

钥匙； 

8.严禁使用寝室电话做广告宣传等活动； 

9.节约水电，随手关灯，空调使用、电费的管理参照《南京审计

大学学生宿舍空调使用和管理办法》； 

10.严禁在宿舍内添置家具等生活设施，如确有需要，在不影响

安全、美观的前提下，可由宿舍集体提出申请，学院批准后，根

据情况由学院会同公寓管理部统一配置。 

三、评定办法 

国际联合审计学院负责文明寝室的评定工作，每学期评定一

次宿舍等级，并纳入学生第二课堂成长积分成绩单，每学期本项

总分为 5分。 

（一）评定等级和标准 



宿舍评定以小寝室为单位，分为四个等级。文明宿舍基本分

为 3分，标兵宿舍成员每人加 1分，宿舍文化先进个人每人加 1

分；基本达标宿舍每人扣 1分，整改宿舍每人扣 2分。 

1．标兵宿舍 

180-200 分，无违规违纪现象，宿舍内务整洁，健康和谐，

形成了健康、美观、向上的宿舍文化，宿舍整体及每位成员各方

面表现优秀，有的成员表现突出。 

2．文明宿舍 

160-179 分，无违规违纪现象，宿舍内务整洁，健康和谐，

宿舍重视宿舍文化建设，宿舍整体及大部分成员互助互爱、共同

进步。 

3．基本达标宿舍 

140-159分，无违规违纪现象，内务基本卫生整洁，宿舍文

化活动参与率还有待提高，宿舍文化建设有待加强，个别成员表

现优良但宿舍整体表现有待提高。 

4．整改宿舍 

< 140分，宿舍发生违规违纪现象，或内务不整洁，宿舍文

化活动参与率低，宿舍文化建设弱化，有待整改。 

（二）宿舍卫生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每学期评比一次，其中： 

1.宿管阿姨每周检查一次内务，打分占 50%； 

2.国际联合审计学院学生会劳动生活部每月检查一次内务，

打分占 30%（涉及本人宿舍应回避）； 

3.国际联合审计学院领导、辅导员不定期抽查，打分占 20%。 



本项得分占劳动课总成绩的 50%。 

（三）宿舍文化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每学期评比一次，其中： 

1.宿舍美化每学期评比 1次，国际联合审计学院学生会劳动

生活部组织投票评选，打分占 20%； 

2.宿舍整体氛围情况，由国际联合审计学院成长导师组织，

观测点包括：宿舍学风、生活习惯、文明礼貌、社会工作和公益

服务等方面的表现，打分占 30%； 

3.宿舍文化活动参与度和获奖情况，由国际联合审计学院成

长导师组织评定，观测点包括：落实晨读晨练、每日一讲、每周

锻炼等活动的情况，打分占 50%。 

（四）违反宿舍安全和管理秩序的处理办法 

1.违反第二条（三）宿舍安全及（四）宿舍秩序相关安全文

明方面规定的，如晚归、不归、留宿他人、豢养动物、使用违章

电器等，当事人每次扣 1分；同寝室同学不主动向老师报告或事

后无法查验当事人的，该寝室所有人每次扣 1分；且实施一票否

决原则，该寝室不得参加达标宿舍以上评选，该寝室成员不得参

加综合奖学金评定或党员发展； 

2.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 按《社会治安管理

条例》予以处理，视情节严重程度，进行处分，直至退学； 

3.学院收到宿管阿姨或同学举报，发生影响他人作息等现象

的，一经查实，对主要责任人进行公开批评教育，该寝室集体在

全院公开道歉；视情节严重程度，对屡教不改者进行处分、直至

退学；扣分办法和一票否决制同本项第 1条。 



4.列为基本达标宿舍的，寝室成员每人扣 1分；列为整改寝

室的，寝室成员每人扣 2分并在全院通报批评；寝室成员在综合

奖学金评定、党员发展中一票否决。 

（五）院级宿舍文化先进个人的评选条件 

1.标兵宿舍小寝室长； 

2.辖区宿舍均是文明宿舍及以上等级的大寝室长； 

3.无违规违纪现象，且在宿舍文化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先进个

人，一般控制在 5%。 

 

四、其它未尽事宜参照南京审计大学有关文件执行，由国际联

合审计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 

国际联合审计学院文明宿舍评定标准 

检查项目 分数 具体评分标准 标兵宿舍 文明宿舍 达标宿舍 整改宿舍 

宿舍卫生 

整体印象 10 
宿舍整体布置整洁、垃圾及时清理 5分 

[9,10] [8,9) [6,8) [0,6) 
通风良好，空气新鲜、无异味 5 分 

门窗玻璃 10 
室内玻璃干净明亮 5 分 

[9,10] [8,9) [6,8) [0,6) 
灯具、门窗、家具无灰尘 5 分 

墙壁地面 10 
墙壁、屋顶干净无积灰无蜘蛛网 5 分 

[9,10] [8,9) [6,8) [0,6) 
地面干净，无积水，无垃圾 5分 

衣物被褥 20 

衣物及时清洗、入柜  5 分 

[18,20] [16,18) [12,16) [0,12) 
床铺整洁，枕头被子叠放整齐  5分 

被褥数量不超过 2床，闲置的入柜  5分 

衣帽、鞋子入柜、叠放整齐，数量精简 5分 



物品桌凳 20 

水瓶、毛巾摆放整齐 5分 

[18,20] [16,18) [12,16) [0,12) 
桌椅摆放整齐，桌面整洁 5 分 

书架上物品摆放整齐 5分 

床下无杂物 5 分 

公共区域 20 
阳台、客厅卫生整洁，不堆放杂物  10 

[18,20] [16,18) [12,16) [0,12) 
盥洗间及时清洁，通风、无异味  10 

制度建设 10 
卫生制度健全，值班表明确 5分 

[9,10] [8,9) [6,8) [0,6) 
寝室长履职尽责，成员执行力强 5 分 

宿舍文化 

宿舍美化 30 

寝室布置整体美观、舒适 10 分 

[18,20] [16,18) [12,16) [0,12) 在合理范围内，对寝室的墙壁、家具等进行美

化、亮化工作 10 分 

寝室布置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亮点 10分 [9,10] [8,9) [6,8) [0,6) 

行为举止 30 
遵守纪律，服从管理，文明礼貌  10分 [9,10] [8,9) [6,8) [0,6) 

价值观正向，学习、生活习惯良好   10 分 [9,10] [8,9) [6,8) [0,6) 



 

 

不信谣、不传谣，对言行负责，自觉维护集体

和他人声誉，树立新时代大学生形象 10 分 
[9,10] [8,9) [6,8) [0,6) 

宿舍氛围 10 相互尊重，互助互爱，共同进步  10分 [9,10] [8,9) [6,8) [0,6) 

文化活动 30 

落实晨读晨练，养成锻炼习惯   10 分 [9,10] [8,9) [6,8) [0,6) 

落实每日一讲   10分 [9,10] [8,9) [6,8) [0,6) 

积极开展特色寝室文化活动  10 分 [9,10] [8,9) [6,8) [0,6) 

合计   200   [180,200] [160,180) [120,160) [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