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批准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组织科学实习的章

程 
 

 
我命令： 
 
1.批准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组织科学实习的章程（见附件）。 
2.承认 2015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第 N0.3917/1 号《关于批准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在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组织科学实习的临时章程》的决议失效。 
3.社会联络管理处主任扎伊努林·T·T 在本命令发布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在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网站上刊登此命令。 
4.关于本命令内容的解释可以通过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网站的“虚拟会客室”服务，

向科学工作副校长进行咨询。 
5.对本命令的修改和（或）补充附件发送至 org@spbu.ru 邮箱。 
6.我保留对执行本命令的监督。 
 
 

科学工作副校长 C·B·阿普拉诺夫  

mailto:org@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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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____号命令批准的该命令的附件 

 
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组织科学实习的章程 

 
1.总则和概念 

1.1.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组织科学实习（以下简称实习）是为了发展科研关系，并在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科学家的领导下获得重大的科学结果。 
1.2.申请人是指具备高等教育水平和科学教育工作经历，申请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进行

实习的人。 
1.3.实习的科学导师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具备学位的科学教育人员。 
1.4.组织实习的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学研究管理处的人员，

主要从事实习的管理工作。负责组织不同方向实习的人员名单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网

站上的科学栏目发布（http://nauka.spbu.ru/nauchnye-stazhirovki）。 
1.5.实习生是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签署了实习合同的人员。 
1.6. 圣彼得堡 Pure 信息系统是用于提交电子申请的信息系统。 
 

2.提交实习申请的方法 
2.1. 申请人在 Pure 系统中根据操作说明（本章程附件 1）提交实习申请。通过填写

https://support.it.spbu.ru/self 上的注册表后所获得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账户来登录 Pure
系统。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账户会在下一个工作日激活。如果在注册阶段或者登录 Pure
系统时出现问题，一定要向 support.pure@spbu.ru.发送邮件请求帮助。 
申请书必须附加包含下列文件的复印件： 
2.1.1.根据规定格式提交给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的申请书（本章程的附件 2）； 
2.1.2.根据规定格式编写的科学实习计划（本章程的附件 3），并由申请人签字； 
2.1.3.护照； 
2.1.4.高等教育学历证书； 
2.1.5.学位证书（如有则提供）； 
2.1.6.人事部门开具的或其他可以证明科学教育工作经历的文件； 
2.1.7.包含发表的科学文献清单（指明作者标识号，如有则提供）、领导或参与的有财

政资助的科研工作资料的科研成果证明。 
2.2.当申请人在 Pure 系统中点击“提交内部批准”按钮时（本章程附件 1 第 3 条），申

请书则视为已提交。 
 

3. 审查实习申请书的方法 
3.1.负责人在实习申请书提交之时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在 Pure 系统中完成下列工作： 
3.1.1.根据与申请人在实习申请书中指定的科学导师达成的科学实习计划，通过单位电

子邮箱或者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在 Pure 系统中安排工作。 
3.1.2.通过电子文件转运和公文处理系统“事务”（以下简称事务系统），向科学工作

副校长发送包含申请人实习申请书和指定实习导师候选人信息的公文。公文应附加上

本章程 2.1.1.-2.1.7.条中规定的文件。 
3.2.科学工作副校长在收到 3.1.2.条中所指定的文件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适合

安排申请人实习的决定。 
3.3.如果决定安排实习，那么科学工作副校长或者其他校长特派的负责人要发布关于组

织实习的命令，该命令中要指明实习期限和科学导师候选人。 
3.4.如果决定组织实习，那么负责人需要： 
3.4.1.通过单位电子邮箱与申请人沟通，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特派负责人发布的命令中

所确定的实习费用； 

https://support.it.spbu.ru/self
mailto:support.pure@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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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通过事务系统向科学工作副校长或者由校长特派的负责人发送关于开展实习的合

同（本章程附件 4），合同中要指明合同价格和支付方式； 
3.5.负责人在签订关于开展实习的合同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通过事务系统将公文发

送给以下人员： 
3.5.1.将关于保证实习人员在实习期间出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公文发送给分管安全的

副校长； 
3.5.2.将关于向实习人员提供使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图书馆资源权利的公文发送给高尔

基科学图书馆馆长； 
3.5.3.将关于向实习人员提供实习期间使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图书馆信息系统的临时权

限的公文发送给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信息技术服务管理部主任。 
 

4.尾则 

4.1. 如果实习人员要发表科研成果（科学文章、学术论文等），而这些成果是在圣彼得

堡国立大学实习期间或者使用了实习期间所获得信息而研究出来的，则必须指明与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相联性。所有在实习期间取得的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利权，实习生必

须全部转交给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4.2. 根据实习生的书面请示（如果出现合同 2.2.4.条所规定的情况），组织不同方向实

习的负责人要将实习人员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实习期间完成的用于公开发表的材料，

发送给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鉴定委员会和输出委员会。 
4.3.当实习期结束时，签订关于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展实习的合同的双方，签署工作

完成交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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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_____号命令批准的开展科学实习章程的 

附件 1 
 

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Pure 系统中填写申请书的操作说明 
 

1. 通过位于屏幕左过的主菜过中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研究人过入口

（ https://research.spbu.ru/ru/ ） 过 入 圣 彼 得 堡 国 立 大 学 Pure 系 统

（https://pure.spbu.ru/admin/login.xhtml）之后，选择“申请书”选项，点击“+”（添

加）按钮。申请类别—其他>学术交流。 
根据下面过出的方法建过填写申过过。下列过目过必填过： 

 

序号 申请表项目名称 方法建议 
1.1. 

活动类型特点 点击“添加活动类型特点”。从给出的列表中选择

“研究和研发—应用型研究”并点击“附件”。 
1.2. 名称 指明实习主题。 
1.3. 简称 填入“科学实习”（不含引号） 
1.4. 简介 简要填写实习内容 
1.5. 申请书合理性根据 指明实习目的 
1.6. 计划在科学期刊上发表

的成果 
指明计划发表的资料 

 
1.7. 

计划在非期刊上发表的

成果 

指明计划发表的资料 
 
 

1.8. 
潜在保护能力 指明工作潜在的保护能力的成果（如果有计划成

果） 
1.9. 计划使用科学园 如有计划则指明 
1.10. 计划使用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的藏书 如有计划则指明 

1.11. 
合作申请人>本申请的参

与者 

点击“添加人员”按钮，指明可能的实习导师（如

果有）。检查用户，即可能的实习导师的姓名是否

正确。然后点击“添加人员”按钮，指明申请者为

申请的执行人。 
1.12. 

申请部门 
如果有几个部门供选择，则指明计划进行实习的部

门。如果没有部门可以选择，则保留默认选择的部

门。 

1.13. 
经费 

点击“添加经费”按钮，输入“自然人”（不含引

号）。 
在经费汇总表中将方式指明为“短期”。 

1.14. 
周期 在“预计开始日期”和“预计结束日期”这两栏中

填入预计的实习期 
1.15. 

文件 

添加下列文件： 
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的申请书扫描件； 
申请人签字的实习计划扫描件； 
护照扫描件； 
高等学历证书扫描件； 
科学副博士/博士/PhD 证书扫描件（如有则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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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门出具的或其他可以证明具备科学教育工作

经历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 
科学成果清单，其中包括发表的文章、领导或参与有

经费支持的科研工作的信息等（如有则提供）。 
1.16. 

关键字 
用俄语输入与实习主题有关的关键字（每个空格中

填写一个关键字）。当开始在空白窗口中输入第一

格关键字后，会出现第二个空白窗口。 
1.17. 国家科技信息分类表编

号 
点击“添加国家科技信息分类表编号”选项，从给

出的列表中选择编号 
1.18. 

国际分类法编号 点击“添加国际分类法编号”选项，从给出的列表

中选择编号 
1.19. 可见权限 不要更改默认权限“保密” 

2. 填写完上述过目后，在过面底部点过“保存”。在信息保存之后，如有

必要，可以返回到编辑状态。 
3. 在填写完申过过之后（包括在“文件”这一栏中向申请卡上添加 1.16 条

中所有的文件），必须重新进入申请页面，点击“提交内部批准”按钮，将申请发送

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负责组织实习的人员进行审查。在已打开的窗口中必须重新点击

“提交内部批准”按钮。 
注意：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Pure 系统运行有关的问题，请发送邮件至

support.pure@spbu.ru 进行咨询。与申请表中所填内容有关的问题，请发送邮件至组织

相应方向实习的负责人进行咨询（组织各方向实习的负责人名单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网站的科学栏目中，网址：http://nauka.spbu.ru/nauchnye-stazhirovki）。 
 
 
 
 
 
 
 
 
 
 
 
 
 
 
 
 
 
 
 
 
 
 
 
 
 
 
 
 
 

http://nauka.spbu.ru/nauchnye-stazhirov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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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____号命令批准的开展科学实习章程的 
附件 2 

 
 

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 H.M.克拉巴切夫先生 
 

关于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展科学实习的申请书 
 
本人（姓名），护照信息（护照类别、号码、发证机关和日期等），申请开展方向

（指明学科领域和实习主题）的科学实习，指定实习导师为（姓名、职务、学位、职

称），实习期从______年开始，为期___年（指明实习期）。 
个人信息： 
学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通过以下方式告知是否可以开展科学实习： 
（指明通讯方式：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等） 
我已阅读以下内容：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章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同意对我所提供的个人资料进行处理，并根据 2006 年 7 月 27 日所颁布的第 152 号

联邦法律《个人资料法》的规定，从事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章程中说规定的活动。 
 

附件：科学实习计划，共___页，1 份。 
护照复印件，共___页，1 份。 
学历证书复印件，共___页，1 份。 
学位证书（如有则提供）复印件，共___页，1 份。 
人事部门出具的证明具有科学教育工作经历的文件，共___页，1 份。 
科学成果证书，共页，1 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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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__号命令批准的开展科学实习章程的 

附件 3 
 

科学实习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实习期从___至___为止 
主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键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名称 工作量 备注 

实习主题导师的辅导课 学时 
要指明辅导课的具体数量和

时间，或者是实习期内每周

和每个月的辅导课数量 

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

技园资源中心“名称”

的工作 

由所选择的资源中心的负责人进

行计算（依据是实习人员提交给

科技园资源中心的科研工作申

请） 

要指明计划进行哪些具体的

研究 

阶段 1：指明阶段期限。登记实习主题任务和计划进行的活动。指明与导师的工作学时。 
 
阶段 2. 指明阶段期限。登记实习主题任务和计划进行的活动。指明与导师的工作学时

等。 
 
预期可获得的科学实习成果：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成果科学文章的大致名称，指出出版说明和预计出版地点（期刊和非期刊）)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人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姓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 
实习导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位、职务、姓名                                                                                                    签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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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展科学实习的第___号合同 
 
圣彼得堡市                                                                                              201_年__月__日 
 

联邦国家预算高等教育机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以下称为执行方，以科学副校

长为代表,_______,在委托书的基础上，作为一方，______,以下称为订购方，作为另一

方，签订本合同如下： 
 

1.合同标的 
 

1.1. 订购方指派，执行方负责提供方向的信息服务，订购方接受服务并支付费用。 
 

2.双方义务 
 

2.1.执行方义务： 
2.1.1.根据订购方的个人实习计划（本合同附件 1），从 201 年月日至 201 年月日向订

购方提供本合同 1.1 条中所规定的信息服务。 
2.1.2.提供符合规定质量的完整的服务。 
2.2.订购方义务： 
2.2.1.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对执行方提供的服务进行支付。 
2.2.2. 如果要发表科研成果（科学文章、学术论文等），而这些成果是在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实习期间或者使用了实习期间所获得信息而研究出来的，则必须指明与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的相联性。 
2.2.3. 所有在实习期间取得的智力活动成果的一切专利权，必须无条件全部转交给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 
2.2.4.如果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实习期间，制作了用于公开发表和包含了军事、经济、

科技、外交、对外经济、反恐领域信息，以及属于1995年11月30日颁布的第1203号
“关于与国家机密有关的信息清单”的俄罗斯总统命令中的国家机密的信息的资料，

在发表前，必须将这些资料提交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教活动鉴定委员会，以及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输出检查委员会，对用于公开发表的材料，按照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相关

规定进行鉴定。 
2.2.5.向执行方提供履行本合同义务所必须的信息和文件。 
2.2.6.签署服务交接证书。 
2.2.7.未经执行方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范围内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 
 

3. 服务期限、合同价格和支付方式 
 

3.1. 根据本合同所提供的服务期限从 201_年_月_日开始，至 201_年_月_日结束。 
3.2. 本合同服务价格为___，其中增值税为___。 
3.3. 订购方以非现金方式，自签署合同之日起的__个银行日内，通过向本合同第 6

章所指定的执行方账户进行转账的方式，对本合同的服务进行支付。订购方自行支付

银行转账所需要的费用。 
3.4. 当执行方账户收到全部数额的费用时，则视为订购方完成了本合同规定的支付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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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当合同终止时，双方签署提供服务的证书。 
3.6. 可以先根据文件的传真件和扫描复印件进行结算，并在之后通过原始文件进行

确认。 
 

4. 双方责任 
 
4.1. 当双方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合同义务时，双方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承担相应责任。 
4.2. 当订购方不及时对服务进行支付时，订购方在逾期支付后，每天向订购方支付未付

款项的 0.01%的违约金。 
4.3. 如果出现俄罗斯联邦法律所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况，包括国家和其他机构的行动和决

定，而导致双方未履行或不当履行自身义务时，双方可免除承担相应责任， 
当不可抗力情况终止时，恢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4.4. 当一方出现导致无法履行本合同义务的不可抗力情况时，应在不可抗力情况出现后

的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附带文件证明）告知另一方，并附上具体事实的引证。在

不可抗力情况影响期间，受影响的一方暂停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4.5. 如果不可抗力情况的影响超过三个月，双方可协商完成双方结算后，就此解除本合

同。 
4.6. 如果订购方违反本合同 3.3 条所规定的支付期限，执行方有权暂停提供本合同的服

务，知道订购方按照规定履行支付服务的义务为止。 
4.7. 如果订购方不遵守本合同 3.3 条规定的支付期限，而导致执行方违反本合同 3.1 条

所规定的提供服务的期限，执行方不承担责任。 
4.8. 如果订购方违反本合同第 3章规定的支付义务的行为超过 1个月，执行方在以书面

形式告知订购方后，有权拒绝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5. 修改和解除合同的条款 
 
5.1. 本合同可根据双方协商提前解除。 
5.2. 如果订购方单方面拒绝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根据双方协商，在完成双方结算后，可

将该情况作为解除本合同的依据。 
5.3. 本合同未规定的双方关系，由俄罗斯联邦法律进行规定。 
5.4. 有关本合同无法调节的争论和分歧，由圣彼得堡市瓦西里岛区 11 号司法辖区的国

际法官，或者根据管辖权由圣彼得堡市瓦西里岛区法院解决。 
5.5. 本合同所有的补充协议（备忘录、附件和补充）由双方以书面形式签署，是本合同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6.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双方完全履行自身义务为止。 
5.7.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6. 双方地址及签名 
 

订购方: 执行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注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际居住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邦国家预算高等教育机构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 
地址：圣彼得堡市大学沿岸街 7/9 号，
199034 
纳税人统一编号：7801002274 
纳税人申报原因代码：780101001 
圣彼得堡市联邦国库管理局（圣大 , л/с 
20726У03820）ID 。 
账户 40501810300002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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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别、号码、发证机关和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行：俄罗斯银行圣彼得堡市分行 

银行标识码：044030001 
 
科研工作副校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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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_号关于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展科学实习的合同 

附件 1 
 

科学实习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实习期从__至__为止 

主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键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名称 工作量 备注 

实习主题导师的辅导课 学时 
要指明辅导课的具体数量和

时间，或者是实习期内每周

和每个月的辅导课数量 

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

技园资源中心“名称”

的工作 

 
由所选择的资源中心的负责人进

行计算（依据是实习人员提交给

科技园资源中心的科研工作申

请） 

要指明计划进行哪些具体的

研究 

阶段 1：指明阶段期限。登记实习主题任务和计划进行的活动。指明与导师的工作学时。 
 
阶段 2. 指明阶段期限。登记实习主题任务和计划进行的活动。指明与导师的工作学时

等。 
 
预期可获得的科学实习成果：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成果科学文章的大致名称，指出出版说明和预计出版地点（期刊和非期刊）)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人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姓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 
实习导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位、职务、姓名                                                     签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