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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简介 
 

华侨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创办于 1960年，校区分别坐落于中国著名侨

乡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学校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 

   华侨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在 5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周恩来、

李先念、习近平、胡锦涛、俞正声、邓颖超、贾庆林、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先后为学校建设与发展做出重要指示。 

   华侨大学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秉承“为侨服务，传

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贯彻“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学校实行

校长负责制，国家领导人廖承志、叶飞亲自担任首任、次任校长。现任校长为海

内外著名华文教育学家、博士生导师贾益民教授。 

   华侨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实行董事会制度的大学。学校董事会由海外华侨、港

澳同胞、归侨等各界著名人士、专家、领导组成，庄希泉、胡平、贾庆林、陈明

义、宋德福等先后任华侨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现任董事长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名誉董事长为全国政

协副主席、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 

华侨大学设有研究生院，有 31个学院，138个研究院、所、中心；有 20个博

士学位授权点；11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0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其中工程硕士

包含 11个领域；88个本科专业。学校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个学科门类，形成了文

理渗透、理工结合、工管相济、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校现有 1个国家重点学

科、40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2个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含培育）”，3个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

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基地，1个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1个福建省

社会科学研究基地，3个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含建设），1个福建

省商务研究基地， 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省高校

重点实验室，1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1个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学校

总占地面积 22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97.6万平方米，现有各类图书资料共 390 

余万册。  

   华侨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2537名，其中专任教师 1434名，高级

职称人员 681名，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7.49%；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762名，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 53.14%。专任教师队伍中，有双聘院士 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 1人，国家千人计划“外专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 1名、“青年千人

1



计划”项目入选者 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39人，国家高端外国专家（文教类）项目入选者 2人；教育部“优

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1个，科技部“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个；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百人

计划）创新团队 1个，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 3人，

福建省“外专百人计划”入选者 1人，福建省海西产业人才高地创新团队领军人

才 1人，福建省杰出科技人才 1人，福建省优秀专家 2人，福建省高等学校百名

领军人才 2人，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人，福建省“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1

人，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6人，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3人，

福建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7人，福建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1人，福

建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14人，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入选者 53人，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入选者 34人。 

华侨大学现有博士生、硕士生 5621名，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3095名，全日制

普通专科生 1190名，其他成教学生 13005名，其中有来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华侨华人、港澳台和外国学生 4550名，是全国拥有境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 

   华侨大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致力

于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学校以中华优

秀文化为主导，博采世界各种进步文明之长，借鉴各国优秀文化，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形成了“一元主导，多元融合，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着力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创新型、重实践、有担当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华侨大学学生在国内

外各类比赛中成绩骄人。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全球建筑毕业设计大赛、模拟

联合国大会、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全

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

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等国内外各学科大赛中，华侨大学屡获大奖；学生男子篮球队在中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CUBA）十五届赛事中获得八次总冠军；学校连续两年获全国高校校园

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华侨大学致力于服务社会，协同海内外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学校设立

了“厦门工程技术研究院”、“厦门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院”、“制造工程

研究院”、“泉州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软件园产学研基地”、“世

界冠军创业项目中心”等组织，全方位开展产学研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学校

设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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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研究院”、“侨务公共外交研究所”、“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

院所，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水平智库队伍，全面开展国家侨务战略、外交战略、重

大科技战略、面向行业产业及区域发展战略等系列研究，打造特色型国家级智库。 

  华侨大学是国家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学校积极开展全方位的

华文教育，在全球五大洲均设有办事或招生机构，在海外打造华文教育优势品牌，

取得了深远影响。泰国诗琳通公主、上议院议长、下议院议长等外国政要多次访

问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致力于国际化办学，设有国际学院。学校全方位拓展渠道为学生创

造赴境外高校学习的机会。学校已有本科“1+2+1”、“3+1”、“2+2”、“2+1+1”，

硕士“1+1+1”、“0.5+1”、“2+1”，博士“1+X”、“0.5+X”等国际交流项目，

与美、欧、澳、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多所高校签订交换生

及联合培养等项目。学校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的全英文专业体系，已开设“国际

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旅游管理”、“软件工程”、“药学”等多个

全英文专业。学校已全面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多学科、双向互动的境

内外联合人才培养模式。 

   华侨大学将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之路、人才强校之路，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致力于建设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

著名的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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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简介 

华侨大学研究生院前身为华侨大学研究生处，2012年 6月 21日，经国务院侨

办批准，成立华侨大学研究生院，这是华侨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中的里

程碑。新成立的研究生院全面负责学校各类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学位管理等工

作，共设有培养管理办公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专业学位教育管理中心、境外

研究生教育管理中心、综合办公室等 5个科室；另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挂靠研究生院。现有专职工作人员 19名，其中王丽霞教授任研究生院院长，林诗

锋、李勇泉和黄富贵三位同志任副院长。  

华侨大学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方针，努力拓展高层次人才培

养，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1981年，华

侨大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基础数学专业成为我

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当年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拉开了华侨大学研

究生教育的帷幕。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侨大学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标志着学校研究生教育向更高层

次的发展。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侨大学基础数学、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等 14个已有硕士毕业生的硕士学位授权专业有资格开展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

士学位工作，同年华侨大学还开设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进一步拓展了华侨大学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空间。2002年，开始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招生与培养，2007

年开始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法律硕士（J.M）的招生与

培养，华侨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从学术型学位扩展到专业学位。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研究生教

育质量和水平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目前学校设有 29个学院，90个研究院、所、

中心；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

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12个学科门类，有 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10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其中工程硕士包含 11个领域；学校现有 1个

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2个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含培育）”，

3个教育部工程中心，5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

级重点实验室，1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1个省研

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学校总占地面积 22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97.6万平方米，

现有各类图书资料共 370 余万册。 

学校现有在读研究生 5621 人，其中，博士 331 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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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职硕士研究生 1705人；现有境外研究生 460人，其中，港澳台学生 237人，

侨生 50人，留学生 173人。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研究生导师 716名（含博士生导师 92名）；现有双聘

院士 4名，国家“外专千人计划”入选者 1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1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名，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选 2名，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 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3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 1名。近年来，

学校教师多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项。 

学校现已形成完整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组织框架体系。学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作为我校学位教育管理与学位评定的最高领导机构，总体负责我校

学位教育的管理和学位评定工作。在组建完毕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基础上，学校按

学科门类成立学位分委员会，以协助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工作。另外，为构建学校

内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学校按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成立以培养质

量保证为核心任务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现已建立起了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共同

组成的三级决策机构，由各培养单位与研究生院组成的两级执行机构。  

今后，研究生院将继续强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加强学位点建设，

扎实推进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数据截止 201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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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项目 学科 批建单位 获批时间 

国家重点学科 数量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7.7 

福建省重点学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材料学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数量经济学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生物化工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海外华文教育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结构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物理电子学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马克思主义哲学 福建省教育厅 2005.3 

国侨办重点学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材料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数量经济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生物化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结构工程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物理电子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企业管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3.9 

博士后流动站 

机械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2007.8 

应用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2009.9 

土木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2009.9 

哲学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12.9 

化学工程与技术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12.9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脆性材料加工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7.9 

分子药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7.9 

环境友好功能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9.9 

福建省省级重点学科 
应用经济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机械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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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哲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中国语言文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土木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政治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电子科学与技术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建筑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光学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生物医学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法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化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仪器科学与技术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城乡规划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软件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统计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工商管理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应用经济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哲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土木工程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中国语言文学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2.10 

福建省高校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 

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平

台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 

财政厅、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

发改委、福建省经贸委 

2012.11 

福建省高校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培育项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创新

平台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 

财政厅、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

发改委、福建省经贸委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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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学科名称（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代码）

1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3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4 080204  车辆工程

5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6 080502  材料学 

7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8 0805Z1  材料化学

9 0805Z2  生物医学材料

10 081701  化学工程

11 081702  化学工艺

12 081703  生物化工

13 081704  应用化学

14 081705  工业催化

序号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代码）

15
哲学
（0101）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16
应用经济学
（0202）

020209  数量经济学

17
政治学
（0302）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8
土木工程
（0814）

081402  结构工程

19 120202  企业管理

20 120203  旅游管理

机械工程
（0802）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

工商管理
（1202）

华侨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学科目录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个）

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6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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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学科名称（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代码）

1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2 010102  中国哲学

3 010103  外国哲学

4 010104  逻辑学

5 010105  伦理学

6 010106  美学

7 010107  宗教学

8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9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1 020203  财政学

12 020204  金融学

13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4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5 020207  劳动经济学

16 020209  数量经济学

17 020210  国防经济

18 0202Z1  信息经济学

19 030101  法学理论

20 030102  法律史

21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2 030104  刑法学

23 030105  民商法学

24 030106  诉讼法学

25 030107  经济法学

26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7 030109  国际法学

28 030110  军事法学

29 030201  政治学理论

30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31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32 030204  中共党史

33 030206  国际政治

34 030207  国际关系

35 030208  外交学

36 0302Z1  侨务政策与理论

37 050101  文艺学

38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9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40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41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42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43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44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45 0501Z1  华语与华文教育

46 0501Z2  媒介文化与传播

中国语言文学
（0501）

哲学
（0101）

应用经济学
（0202）

法学
（0301）

华侨大学授予硕士学位学科目录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1个）

政治学
（0302）

中国语言文学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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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070301  无机化学

48 070302  分析化学

49 070303  有机化学

50 070304  物理化学

51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52
统计学
（0714）

071400  统计学

53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4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55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56 080204  车辆工程

57
光学工程
（0803）

080300  光学工程

58 080401  精密仪器及机械

59 080402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60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61 080502  材料学

62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63 0805Z1  材料化学

64 0805Z2  生物医学材料

65 080901  物理电子学

66 080902  电路与系统

67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68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69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70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71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72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73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74 0812Z1  物联网工程

75
建筑学
（0813）

081300  建筑学

76 081401  岩土工程

77 081402  结构工程

78 081403  市政工程

79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80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81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82 081701  化学工程

83 081702  化学工艺

84 081703  生物化工

85 081704  应用化学

86 081705  工业催化

87 0817Z1  制药工程

88
城乡规划学
（0833）

083300  城乡规划学

89
软件工程
（0835）

083500  软件工程

90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 1201Z1  体育产业管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

化学
（0703）

机械工程
（0802）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仪器科学与技术
（0804）

土木工程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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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20201  会计学

93 120202  企业管理

94 120203  旅游管理

95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序号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代码）

96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97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98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99
中国史
（0602）

060204  专门史

100
数学
（0701）

070101  基础数学

101
物理学
（0702）

070207  光学

102
地理学
（0705）

070502  人文地理学

103 071005  微生物学

104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5
力学

（0801）
080104  工程力学

106
电气工程
（0808）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107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08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09 083001  环境科学

110 083002  环境工程

111
公共管理
（1204）

120401  行政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

工商管理
（1202）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生物学
（0710）

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6个）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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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领域

1
金融硕士
(0251)

    无专业学位领域

035100  不区分

035101  非法学

035102  法学

3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0453）
无专业学位领域

4
建筑学硕士
(0851)

无专业学位领域

5 085201  机械工程

6 085204  材料工程

7 085207  电气工程

8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9 085211  计算机技术

10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11 085216  化学工程

12 085229  环境工程

13 085238  生物工程

14 085239  项目管理

15 085240  物流工程

16
工商管理硕士

(1251)
无专业学位领域

17
公共管理硕士

(1252)
无专业学位领域

18
旅游管理硕士

(1254)
无专业学位领域

19
工程管理硕士

(1256)
无专业学位领域

20
艺术硕士
（1351）

无专业学位领域

华侨大学授予硕士专业学位目录

2
法律硕士
(0351)

工程硕士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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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名称 培养单位 获批时间 

1 数量经济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2008 

2 机械工程、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2008 

3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9 

4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2009 

5 生物医药工程 生物医学学院 2009 

6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学院 2013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3 

8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9 法学 法学院 2013 

1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11 政治学（培育项目） 公共管理学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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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一览表 

序号 建站单位 进站学科 校内主要培养单位 

1 
泉州育成科技创业促

进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

术、物联网工程等 
工学院 

2 
泉州宏泰科技电子有

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

术、物联网工程等 
工学院 

3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

究所 

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化工、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

物等 

化工学院 

4 
福建省东南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数量经济学、物流工程、金融

工程等 
经济与金融学院 

5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分行 应用经济学、金融硕士等 经济与金融学院 

6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计算机技术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 
冠捷显示科技（厦门）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计算机技术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8 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9 
泉州天地星电子有限

公司 

电子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福建神州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机械工程、材料加工工程、仪

器科学与技术等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13 
福建南特建材装备研究

院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14 
广东顺德工业设计研

究院 

工业设计、机械工程、控制工

程等 
各相关培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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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

护工程、岩土工程、工程力学、

市政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等 

土木工程学院 

16 惠安县建筑业协会 

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

护工程、岩土工程、工程力学、

市政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等 

土木工程学院 

17 厦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 机械工程等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18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院 
机械工程等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19 
厦门市精奥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机械电子工程、测试计量技术

及仪器等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20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等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21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2 
厦门爱维达电子有限

公司 
电气工程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3 
苏州和鑫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电气工程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4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建筑学等 建筑学院 

25 
任我游(厦门）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学等 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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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常见事项办理程序 

 
我校研究生教育实行校、院（所）两级管理，大部分具体事项都可在培养单

位完成。需学校审批的，一般按个人申请、导师同意、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审核、

研究生院最后审批的程序进行。在学期间常见事项办理程序如下： 

一、在校生报到注册 

范    围：已取得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的在校研究生。 

办理程序：每学期开学时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持本人研究生证到所在培养单

位注册。 

提    示：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培养费、住宿费等费用或其它不符合注册条件

的研究生，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以申请贷款或其他形式资助，办

理有关手续后注册。研究生注册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取得注册学期

学习资格的必要条件。详细规定见《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二章。 

二、请 假 

范    围：已被录取的华侨大学研究生因病或因事不能按时报到注册或不能

坚持在校学习者。 

办理程序： 

1．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请假申请表》（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 

2．研究生请事假一周、病假两周之内者，经导师同意并报所在培养单位分管

领导批准即可；请事假一周、病假两周以上者须报研究生院批准备案。请病假者，

在校期间须凭学校医院证明，外出期间须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 

3．因学习或调研工作需要外出超过一个月时，应由导师提出，培养单位批准，

报研究生院备案。 

提    示：一学期内研究生请假时间，累计不能超过一个月，超过者应办理

休学手续。未请假擅自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者给予退学处

理。详细规定见《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二、六章。 

三、研究生休学 

范    围：已取得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因病或其他原因需休学的在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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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程序： 

1．本人申请，同时提交相关证明。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休学审批表》（华

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 

2．导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3．将《华侨大学研究生休学审批表》及相关材料送交研究生院审批；经批准

后办理离校手续。 

提    示： 

1．经批准休学的研究生办理离校手续，学校保留其学籍，休学期间不享受在

校研究生待遇。未经批准擅自离校按旷课处理。 

2．休学以一个学期为限，期满后仍不能复学的，可申请继续休学，办理继续

休学手续，但原则上累计不得超过一学年。 

3．到境外高水平大学修读相近专业研究生学位的休学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办

理休学的期限也可以按修读时间为限，但只能休学1次，且累计不得超过2年。休

学期满后仍不能复学者，按退学处理。 

4．休学期满应办理复学手续，不办理复学手续或休学满一学年仍不能复学者，

按自动退学处理。 

5．休学研究生的学习年限相应延长。 

6．研究生在申请休学前应缴清在学修读期间的学费。 

7．详细规定见《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四章。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四、研究生复学 

范    围：休学期满，可以复学的研究生。 

办理程序：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复学审批表》（华侨大学研究

生院网页→下载专区），同时提交相关证明；征得导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同意，

报研究生院审批；经批准后办理复学手续。 

提    示：详细规定见《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四章。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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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间：休学期满前一周内。 

五、研究生转导师 

范    围：具有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因专业需要转导师的在学研究生。 

办理程序：研究生本人申请并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转导师审批表》（华侨

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原导师与拟接收导师双方同意并签字，所属培

养单位分管领导批准并签字。 

提    示： 

1．硕士生转导师报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生转导师报研究生院审批、备案。 

2．拟接收导师须具备该研究生入学当年度的招生资格。 

六、研究生退学 

范    围：已取得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因个人原因自愿要求退学的在学研

究生。 

办理程序：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退学审批表》（华侨大学研究

生院网页→下载专区），按要求逐栏认真填写，经导师同意、培养单位分管领导

批准、签字同意，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后，连同相关材料一同送交研究生院审核，

报分管校领导批准。申请人应在收到正式批文后一周内办好离校手续。 

提    示：详细规定见《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五章。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七、研究生课程重修 

范    围：研究生课程成绩不合格（包括因旷考、考试违纪等）的在学研究

生。 

办理程序：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课程重修申请表》（华侨大学

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经任课教师、培养单位同意后，送交研究生院审核、

备案。 

提    示：重修手续应在下次该门课程开课的前二周内办理。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办理时间：每学期第一、二教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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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生课程免修 

范    围：具有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的在学研究生。 

办理程序： 

1．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课程免修申请表》（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网页→下载专区）； 

2．经所在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同意，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3．将《华侨大学研究生课程免修申请表》及相关资料送交研究生院审批、备

案。 

提    示：免修应在课程开课初申请，开课后不予办理。详细规定见《华侨

大学研究生教学管理暂行办法》。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办理时间：每学期第一、二教学周。 

九、开具研究生在学证明 

范    围：具有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的在学研究生。 

办理程序：下载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在学证明》（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

→下载专区），经所在单位研究生秘书审核（签字），并加盖所在培养单位公章

后，到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加盖研究生院公章。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5，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十、办理研究生成绩单或成绩公证 

范    围：取得华侨大学学籍的研究生。 

办理程序： 

1．中文成绩单由所在学院提供，由管理成绩的秘书审核（签字），培养单位

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后，到研究生院加盖研究生院成绩证明专用

章； 

2．英文成绩单要按网上格式（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翻译成英

文，连同审核后的中文成绩单原件，到研究生院审查后，加盖研究生院成绩证明

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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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十一、研究生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 

范    围：二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人员。 

办理程序： 

1．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表》或《华侨大学在职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提前答辩申请表》（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

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发表学术论文的刊物原件及其复印件、成绩单）； 

2．导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3．将《华侨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表》或《华侨大学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论文提前答辩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送交研究生院审批，报分管校领导批准。 

提    示： 

1．向学院提交预毕业信息，进行毕业图像采集； 

2．必须到校财务处缴清全程学费； 

3．详细规定见《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九章。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办理时间：第二学年第五、六教学周。 

十二、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 

范    围：因客观原因在学制规定年限内无法完成学业的研究生。 

办理程序： 

1．本人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审批表》（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网

页→下载专区）； 

2．导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3．将《华侨大学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审批表》及相关材料统一送交各培养单

位，由培养单位汇总后送交研究生院审批、备案。 

提    示： 

1．研究生超过学制年限三个月未办理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者，视为自动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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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延长学习年限前应缴清在学期间的各项费用。 

3．延长学习年限期间，不享受公费医疗、普通奖学金以及其他待遇。 

4．研究生申请延长学习年限以学期为时间单位，硕士研究生延长的学习时间

最长不得超过2年，博士研究生延长的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年，硕博连读研究

生延长的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年。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办理时间：每学期第十七教学周前。 

十三、外出做科研审批程序 

办理程序：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外出做科研课题申请表》（华

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经导师同意、培养单位分管领导批准，报研

究生院审批、备案。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十四、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制订 

范    围：取得华侨大学学籍的研究生。 

办理程序： 

1．新入学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下，依据本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用本人的学号、

密码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2．网上个人培养计划须提交、打印后，经导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同意，

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3．新生将《华侨大学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表》统一送交各培养单位，由培养

单位汇总后送交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提    示： 

1．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应按规定时间提交，否则研究生将无法选课，任课教

师将无法报送成绩。 

2．研究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所选课程参与学习，即所选课程必须合格，否则

学位论文不予送审（研究生已选的课程，未按教师要求完成教学环节或未参加考

试的，成绩以“0”分记；未选而参加旁听的课程，不予登录成绩，不计学分）。 

办理时间：每年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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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变更 

范    围：取得华侨大学学籍的研究生。 

办理程序： 

1．本人申请，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变动申请表》（华侨大学

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 

2．导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3．将《华侨大学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变动申请表》送交研究生院审批、备案。 

提    示： 

1．个人培养计划变动范围：当前学期所开课程。 

2．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变动（退选或加选）手续须在每学期第二周末前办理

完毕，第三周开始，本学期所选课程，均不能再作变动。 

3．选课后未按规定办理退选手续，而未坚持上课和参加考试者，该门课程以

“0”分记入成绩表，需重修。 

办理地点：泉州校区杨思椿科学馆401、402，厦门校区行政主楼A1106。 

办理时间：每学期第一、二教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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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华大研〔2013〕27号 2013年11月4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规范研究生培养

过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2005〕第 21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所有取得学籍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包括全国统一考试

入学的统招生、定向生、委培生、专业学位生，及港澳台侨和外国留学研究生）。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三条 我校录取的研究生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件，按学

校有关要求和规定期限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到校者，须事先凭有

关证明，书面向所在学院、研究院（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请假并报研究生院，

经研究生院领导批准后生效。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2周。未请假或未准假逾期 2

周不报到者，或假满逾期 2 周不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

弃入学资格。

第四条 新生入学后，由培养单位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及学校招生规定对其进

行复查，复查结果于入学三个月后的第一周书面报送研究生院备案。复查合格者

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发给研究生证。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区别情况，予以处

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学籍。情节恶劣的，

应当请有关部门查究。

第五条 持有入学通知书的研究生新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在开学两周

内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一）在体检复查中发现患有疾病不能坚持学习，经校医院证明在短期内可治

愈的，经研究生院审核后，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可保留入学资格 1 年，回家或者

回原单位治疗。

（二）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而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经研究生院审核认为确属特殊

情况者，由分管校领导审批保留入学资格 1 年。在职生、定向生、委培生因故不

能按期报到者，应持原工作单位的证明，方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第六条 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

第七条 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申请复学，须在规定的日期内按要求向所在培

养单位提出入学申请（因病保留入学资格者，同时应附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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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检查证明），经校医院复查合格及研究生院批准后，按新生要求重新办理入学手

续，随下一级相同专业学习。

第八条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报研究生院审核，

分管校领导批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一）两周内既不请假也不报到或者请假逾期 2周者；

（二）入学复查不合格者；

（三）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在开学后的两周内不办理有关手续或者未接

到保留入学资格批准而擅自离校者；

（四）保留入学资格期满的新生未按规定申请入学，或者虽申请入学但经复查

仍不合格者；

（五）新生报到后三个月内，经政审复查核实，发现入学前有严重政治问题或

者道德败坏者；

（六）在报考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者。

第九条 按规定必须缴纳学费的研究生，每学年应当按 1个学年的额度缴纳学

费。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它形式的资助。

第十条 每学期开学时，研究生（含获准延期的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的日

期返校，本人持研究生证到所在培养单位办理注册手续。

未按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它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第十一条 因故不能按时到校者，应事先向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书面请假并

附相关证明。请假超过 2周的，须经研究生院批准。未请假或请假未获准而不按

时注册者，或已到校而不办理注册者，视不同情况予以通报批评，超过 2周而又

无正当事由未注册者予以退学处理。

开学第三周各培养单位须将报到、注册情况及对未注册人员的处理意见，报研

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研究生注册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取得注册学期学习资格的必要条

件。通过注册的研究生，才能参加研究生课程学习、申请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等

环节，才有资格参加各类奖学金的评定，才能享受研究生医疗保险等待遇。

第三章 转学和转专业

第十二条 研究生一般不得转专业。如因特殊情况本专业不能继续培养的，

可以申请转专业。转专业原则上只能在一级学科下相关专业内进行。

第十三条 获准转专业的研究生应严格执行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

第十四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允许转专业：

（一）处于毕业学年或获准延期的；

（二）专业学位与非专业学位之间互转的；

24



（三）申请二次转专业的。

第十五条 研究生一般应当在本校完成学业。如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

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

第十六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转学：

（一）入学未满 1个学期的；

（二）硕士研究生入学成绩低于转入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的；

（三）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

（四）应予退学的；

（五）处于毕业学年或获准延期的；

（六）其它无正当理由的。

第十七条 研究生申请转学和转专业的手续，分别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研究生在校内转专业，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同时征得拟转入培养单位的同意，并落实导师后，由研究生院审核，报分管校领

导批准。

（二）研究生要求转出本校到外单位学习，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本校和转入单

位同意后，报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跨省者须两

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转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抄送转

入单位所在地公安部门）。在接到拟转入单位同意的证明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

（三）外单位研究生要求转入本校，除应按本条第（二）项办理手续之外，还

应向研究生院提交在原学校学习期间所有考试的试卷、成绩单，以及原学校对该

生在校期间的鉴定。经研究生院审查，确认其符合转入条件，并得到批准，方可

通知申请人和所在单位办理转学手续。

申请转出的研究生应缴清在本校修读期间的学费；申请转入的研究生必须缴纳

在我校修读期间应缴纳的学费。

第十八条 申请转专业研究生一般应于新生入学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超过

一个月应相应延长学习年限。

第十九条 凡校外转入者或校内转专业者，若其在原培养单位所修课程与转

入专业的学位课程一致，其考试成绩予以承认，否则，必须重修。只有达到转入

专业培养要求才能准予毕业和授予学位。

第四章 休学与复学

第二十条 研究生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由本人申请，填写《研究

生休学审批表》，经导师与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后，报研究生院批准，可以休学。因

病休学的须有校医院或指定医院的疾病诊断证明，到境外高水平大学修读相近专

业研究生学位或课程的应提供录取通知书等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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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申请休学前应缴清在学修读期间的学费。

休学研究生应当办理休学离校手续，学校保留其学籍。研究生休学期间，不享

受在校学习研究生的待遇。

第二十一条 休学以 1个学期为限，期满后仍不能复学的，可申请继续休学，

办理继续休学手续，但原则上累计不得超过 1年。到境外高水平大学修读相近专

业研究生学位的休学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办理休学的期限也可以按修读时间为限，

但只能休学 1次，且累计不得超过 2年。休学期满后仍不能复学者，按退学处理。

休学研究生的学习年限相应延长。

第二十二条 所有经批准休学的研究生应离开学校，其往返路费由本人自理。

因病休学的研究生应回家或者回原单位治疗。

第二十三条 研究生休学期间，涉及非学籍管理方面的问题，按照《学生手

册》（研究生适用）相关条例执行。

第二十四条 研究生休学期间违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复学资格，给予

退学或者其它相应处理。

第二十五条 休学期满的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研究生复学审批表》，

经其导师、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后，到研究生院办理复学手续。对于因病休学的研

究生，复学时，须先到校医院复查，确认能坚持正常学习者，才能办理复学手续。

对于到境外高水平大学修读相近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复学时，须提供相应的毕业

证明或学位证明或重要的科研成果。

第二十六条 休学半年而复学的研究生，根据其具体情况，可随原班学习或

转入原专业的下一年级学习。休学半年以上而复学的研究生，须转原专业的下一

年级学习。

第五章 退 学

第二十七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学：

（一）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有休学者按休学时间延长学习年限），未能

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修满应修学分的；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或因特殊原因延

长的年限内，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

（二）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未经研究生院批准，擅自接受校内外有关单位抽调或

者从事与培养计划无关工作达1个月以上的；

（四）经过考核认为不宜继续培养的；

（五）超过注册时间 2周未到校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

（六）未请假离校，连续 2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七）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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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人申请退学的。

第二十八条 本人申请退学的研究生，应填写《退学审批表》，由导师及所在

培养单位签署意见，经研究生院审核，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因第二十七条中第（一）

—（七）项原因退学的研究生，由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提出报告并附相关材料，经导

师、培养单位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由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第二十九条 对退学的研究生，由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

第三十条 退学决定书由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送交研究生本人，由研究生本

人签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研究生本人拒绝签收退学决定书的，由培养单位负责送达的工作人员邀请 2

名以上的教师或学生到场作为见证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

达人、见证人签名，把退学决定书留置研究生本人宿舍或其它经常居住地，即视

为送达。

以上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在学校公告栏公布退学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退学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一条 研究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退学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研究生的申诉按照《华侨大学学生申诉管理暂行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研究生退学后的有关事宜，按下列规定办理：

1．退学的研究生必须在退学申请批准后两周内办理退学手续离校。按已有毕业学历

和就业政策可以就业的，由学校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没有聘用单位

的，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定向生、委培生的档案退回定向、委托单位。

2．取消学籍、已退学的研究生不得复学。

第六章 纪律与考勤

第三十三条 研究生应当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因故不能参加者，必

须请假。未经批准擅自缺席者，按旷课处理。

研究生必须按培养方案的要求，参加科学研究、实践活动和专业技术训练，

遵守论文答辩和实践考核的规定；按时参加考试（考查），并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研究生除节假日外，必须在校学习，不得随意离校。因学习或论文工作需要外

出时（1 个月以上），应由导师提出，培养单位批准，并报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

室备案。

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得请假出国探亲（个别因直系亲属发生意外事故者除外）。

自费出国留学、进修等须按国家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的研究生，必须办理请假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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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请假，在校期间凭校医院证明，外出期间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病假 2

周以内须经导师同意，并报所在培养单位分管领导批准，批准材料存培养单位备

查。2周以上至 1个月以内的须报研究生院批准。

研究生一般不得请事假，如遇特殊原因需请事假的应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请假

单》，事假3天以内由导师、班主任批准；1周以内（含1周）经导师同意，由培养单

位分管领导批准；1周以上由培养单位提出意见，报研究生院批准。请假期满，应按时

销假。如需续假，应办理续假手续。续假未获批准的须及时返校。

研究生在1个学期内，请病假、事假累计不得超过1个月，逾期需办理休学手续。

研究生未经请假或未准假而擅自离校，或请假期满未返校，或请假期满未续

假，或续假未批准而逾期不返校者，均作旷课论。对旷课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

当对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直至退学处理。

第七章 奖励和处分

第三十五条 学校定期对研究生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对于品学兼优的

研究生应予以表扬和奖励。表扬和奖励采取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并以精神鼓

励为主的原则。

第三十六条 对犯有错误的研究生，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或者纪律处

分。对在校研究生的纪律处分按照《华侨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暂行办法》执行。

被开除学籍的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的日期离校，其它相关事宜按照学生处

《学生手册》（研究生适用）执行。开除学籍者，不得申请复学。

第三十七条 研究生的鉴定、奖励、处分等材料要归入本人档案。其它另有

规定的按规定处理。

第八章 毕业、结业、肄业

第三十八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因休学或其它特殊原因可以延

长学习时间，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5年；符合华侨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提前

毕业条件、完成学位论文者，可申请提前答辩，答辩通过者可提前毕业。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间最少不得低于 2年。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2～3年，各工程领域具体的学制由所

在培养单位制定；因休学或其它特殊原因可以延长学习时间，延长的学习时间最

长不得超过 2年。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学制为 3年；因特殊原因可以延长学习时间，学

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5年。

其它种类硕士专业学位的学制和学习年限，由所在培养单位或专业学位中心根

据教指委的指导性意见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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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硕博连读研究生学制为 5年；因休学或其它特

殊原因可以延长学习时间，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7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习

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8年。

申请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按照本规定第九章“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执行。

第三十九条 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有休学者按休学时间延长年限）

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修满应修学分；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或因特殊原因延长

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其它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德、

智、体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

第四十条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由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第四十一条 对未能达到毕业要求的硕士研究生，分别按下列方式办理：

1．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有休学者按休学时间延长年限），按照培

养方案的规定修满应修学分；在学制规定学习年限内和因特殊原因延长的学习年

限内，未完成学位论文或答辩不通过者，准予结业，发给结业证书；办理结业手

续后，随即终止研究生学籍，不再补办毕业手续。

2．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有休学者按休学时间延长年限），未能按照培

养方案的规定修满应修学分，或中途退学者，若在校学习期满 1年及以上的，

发给肄业证书；在校学习满半年但不满 1年者，发给学习证明。

第四十二条 研究生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严格按照招生录取时确定的学制、

学科门类、专业（领域）名称填写。

第四十三条 研究生和在职攻读学位人员有责任及时、完整、准确地提供学籍学

历电子注册和学位授予信息报送所必需的个人信息，须按照学校的要求积极做好个人

信息的填报、维护等工作。

每届新生在入学后半个月内须完善校内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个人学籍信息，

并协助学院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同时，每届全日制新生须在规定的时间

登录学信网核查个人学籍信息并注册。

每届预毕业全日制研究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学信网核查学历电子注册图

像信息及个人学籍信息。

每届预毕业全日制研究生和在职攻读学位人员必须在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根

据本人所属层次、类别（学历教育博士学位、学历教育硕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学位、硕士专业学位），及时在校内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准确、完整填

报学位上报信息。

若因研究生或在职攻读学位人员未按学校要求及时、完整、准确地填报、维护

个人信息，导致不能及时完成学历电子注册、学位证书网上信息备案、延误证书

发放，或注册、备案信息出现错误，由研究生或在职攻读学位人员本人承担责任。

第四十四条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不再补发，但经本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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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并办理相关手续后，由学校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

效力。

第九章 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

第四十五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的二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包括学术型、专

业学位）或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人员，可申请提前一年毕业或答辩(提前跟班

修读一年以上后被正式录取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不受以下 2-3 两个条件的

限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在校无违纪违法行为。

2．在第一学年内已修完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2/3 以上课程，且每科

成绩不低于 80 分，无重修记录，已通过英语六级。

3．科研能力突出。自入学后至第三学期前五周内，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三类A及以上正式学术期刊上至少发表本学科学术论文2

篇；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者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

者在三类 A及以上正式学术期刊上至少发表本学科学术论文 1 篇。期刊分类依照

研究生入学注册时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和科学技术研究处采用的分类标准。以上

所述学术期刊均为正式学术期刊，不包括增刊和专门发表学术会议论文的学术刊

物。发表的学术论文均须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认定的时间以投稿时间或

发表时间为准，没有明确投稿时间的按发表时间往前推 6个月计算。

4．须于第二学年前两周完成开题报告，保证至少有 1年的学位论文工作时间。

学制不足 3年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者不得申请提前毕业

或提前答辩。

第四十六条 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受理时间与程序

1．第二学年的第五、六周为受理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申请的时间，逾期不予

受理。

2．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申请者须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表》或

《华侨大学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提前答辩申请表》，经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

审查同意后，连同本人的研究生成绩表、发表学术论文的刊物原件及其复印件等

材料一并报研究生院审核，符合上述条件的方可批准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

第四十七条 获准提前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获准提前答辩的在职攻读

硕士专业学位者，须继续修完剩余的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认真撰写学位论文，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学位论文通讯评议，评议结果合格且学位

论文答辩获得通过，方能提前毕业或获得学位。对获准提前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不包括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的硕士生），由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将其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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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就业派遣计划。

第四十八条 其它

1．申请提前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申请提前答辩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者，其学位论文必须进行双盲评审。

2．申请提前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申请提前答辩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者，在申请批准后仍需按规定交纳满额学费才能办理后续的相关手续。

3．原则上跨专业报考的研究生不得申请提前毕业，同等学力考生不得申请提前毕

业。

4．申请提前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申请提前答辩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者在申请批准后，提交《华侨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表》或《华侨大学在职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提前答辩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

公室存档，一份交申请者所在培养单位。

第十章 延长学习年限

第四十九条 研究生须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一般不延长学习年限

第五十条 研究生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学习年限的，可由本人提出申请，

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审批表》，经指导教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审查同

意，于每学期前 17 周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逾期不予受理。研究生若在学制规定

的学习年限内（有休学者按休学时间延长年限），未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修满应修

学分，则不得延长学习年限。

第五十一条 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以学期为时间单位，硕士研究生延长的学

习时间最长不超过 2学年，博士研究生延长的学习时间最长不超过 4年，硕博连

读研究生延长的学习时间最长不超过 3年。研究生在延长学习年限期间，不享受

公费医疗、国家助学金以及其他待遇。

第五十二条 研究生在学习延长期内完成学位论文撰写且通讯评议结果合

格，学位论文答辩获得通过，可发给毕业证书；学位论文答辩未获得通过的，则

按结业处理。

第十一章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

第五十三条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是我校的在校研究生。在校期间，学校

按本规定进行管理。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福利待遇按定向、委托协议书办理。

第五十四条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在校期间要求转专业、出国或者继续深

造者，须先向定向、委托单位申请，经定向、委托单位审查同意后，所在培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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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方可按本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十五条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在学期间因故受到退学、勒令退学、取

消学籍、开除学籍等学籍处理，由学校通知定向、委托培养单位，并将其退回定

向、委托单位。

第五十六条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一般应按期毕业，如需提前毕业或者延长

学习年限，须先向定向、委托单位申请，经定向、委托单位审查同意后，按本规定第

九、十章的规定办理手续。

第五十七条 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毕业后一律回定向、委托单位安排工作。

毕业证书或结业证书、学位证书及有关学籍档案由学生处寄给定向、委托单位。

第十二章 其 它

第五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原有的相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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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教学管理办法
（华大研〔2013〕33 号 2013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为规范研究生教学工作，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研究生课程的类别和学分

第一条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课程

各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总学分规定为 22 学分。其中，课程总学分规定为 18

学分，学位课程学分规定不少于 12 学分，各类课程学分规定详见“课程设置”部

分；其它环节学分规定为 4学分，境外开班研究生可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博士研究生选课最多不得超过 22 学分。各培养单位及指导教师不得以任何名

义给研究生增加课程数量和学分。

（一）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学位课程包含公共学位课和专

业学位课，非学位课程包含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课程的具体要求如下：

1．学位课程（计 12 学分）

公共学位课（5学分）：政治课（2学分），第一外国语课（3学分）。

专业学位课（共 3门，7 学分）：主要以基础理论课及专业课为主，一般为 3

门课程，每门课程 2-3 学分。

2．选修课（6-8 学分）

根据专业需要设置 3-4 门课程，每门课程原则上为 2学分。

未具硕士学历录取的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除外），以及具有硕士学历

且跨一级学科录取的博士研究生,须补修所录取专业的2门硕士学位基础课或学位

专业课。补修课程列入培养计划，成绩在 70 分及以上为合格，并注明“补修”字

样，但不计入总学分。

（二）其他培养环节

其它培养环节主要指学术活动（4学分），仅计入总学分，不计入课程总学分。

第二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

各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总学分，理工学科规定为 29-31 学分，文科类规定为

31-33 学分。其中，课程总学分，理工科规定为 25-27 学分，文科规定为 27-29 学

分，学位课程规定不少于 19 学分，各类课程学分规定详见“课程设置”部分；其

它环节学分规定为 4学分,境外开班研究生可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文科硕士生选课最多不得超过 33 学分，理工科硕士生选课最多不得超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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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各培养单位及指导教师不得以任何名义给研究生增加课程数量和学分。

（一）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学位课程（19-21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5-6学分）、学位基础课（8-9学分）

和学位专业课（6学分）。其余为选修课学分。

1．公共学位课（5-6 学分）：

政治理论课：2-3 学分。各学科硕士研究生都要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课，课内安排 36 学时，2学分。文科开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课内安排 18 学时，1学分；理工科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课内安

排 18 学时，1学分。外国留学硕士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硕士研究生仅开设“中国文

化概论”，安排 36 学时，2学分。

第一外国语课：课程安排 108 学时，3学分，时间安排在第一学年。

2．学位基础课（8-9 学分）：共 3门，2-3 学分/门。具体课程见培养方案。

3．学位专业课（6学分）：共 3门，2 学分/门。具体课程见培养方案。同一

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方向至少有一门学位专业课必须相同，同一个二级学科

的学位专业课必须相同。

4．选修课（理工学科 6学分，文科类 8学分）

选修课每门课程的学分不超过 2学分。专题报告、文献阅读与综述等课程根

据需要可按二级学科开设，每门课程为 18 学时，1学分。

同等学力或跨学科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一般应补修本专业的本科生主干

课程 2门，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中。补修的本科主干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二）其它培养环节

其它培养环节共 2项，4学分，即学术活动（2学分）、实践活动（2学分）。其它

培养环节计入总学分，不计入课程总学分。

第三条 学术型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

被录取的硕博连读“2+3”博士研究生前四学期为硕士阶段，按硕士生培养要

求进行，学分不低于本专业规定的学分要求；第五学期进入博士阶段，按学历博

士生培养要求进行。

第四条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为 17 学分，选修

课及实践教学为 13 学分。各类课程设置为：

1．公共学位课（5学分）

政治理论课：2学分；

第一外国语：3学分。

2．专业学位课（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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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4学分；

应用基础课：2-4 学分；

应用技术课：4-6 学分。

其中应用基础课和应用技术课的学分之和为 8学分。

3．选修课及实践教学（13 学分）

第五条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但

要求在校学习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6个月。课程总学分不低于32学分，其中学位课不

少于19学分。各类课程设置为：

1．公共学位课（7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36 学时，2学分；

外国语课程：54 学时，3学分；

信息检索：18 学时，1学分；

知识产权：18 学时，1学分。

2．专业学位课（12 学分）

基础理论类课程：54 学时，3学分；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9学分，课程设置不少于 4门。

3．选修课（13 学分）

第六条 硕士专业学位课程（不含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硕士专业学位（不包含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参照各

相关学院、科研院（所）、专业学位中心（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根据《教育

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指委的指导性意

见制定的培养方案。

第七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课程

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学分设置与境内同类别研究生

的相同，其课程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1. 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港澳台侨博士研究生公共学位课，开设《英语》或

《汉语》（港澳台研究生开设《英语》，外国留学生及华侨研究生开设《汉语》或

《英语》）、《中国文化专题研究》。但同一学科同一年级培养方案的公共学位课程

必须一致，具体课程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港澳台侨博士研究生的公共学位课程为 4学分，其中：

英语或汉语：36 学时，2学分；

中国文化专题研究：36 学时，2学分。

2．外国留学硕士研究生、港澳台侨硕士研究生公共学位课，开设《英语》或

《汉语》（港澳台研究生开设《英语》，外国留学生及华侨研究生开设《汉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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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国文化概论》。但同一学科同一年级培养方案的公共学位课程必须

一致，具体课程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外国留学硕士研究生、华侨硕士研究生的公共学位课程为 5学分，其中：

英语：校本部授课 108 学时，3学分；境外办班 54 学时，3学分；

汉语：54 学时，3学分；

中国文化概论：36 学时，2学分。

第二章 课程设置与排课

第八条 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选修课程）一般在制定和修订培养方案时予以

确定。学校新增学位授权点须在新生入学之前制定培养方案。学校每隔 3-5 年进

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1．公共学位课程由研究生院和有关学院协商拟定，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2．学位基础课按一级学科设置，学位专业课按二级学科设置。学位基础课、

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由本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讨论拟定，由培养单位

审核，报研究生院、学校审定。

各培养单位应根据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设

置研究生课程，拓宽研究生培养口径，突出课程设置的基础性、系统性及前瞻性，

体现学科水平和我校特色。同时，研究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安排应考虑不同层

次（本科、硕士、博士）教学的衔接，体现不同教育层次的特点与要求。

第九条 培养方案执行周期内的课程调整

1．公共学位课只有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的有关规定时，才予

以调整，否则不予调整。

2．学位基础课不予调整。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培养单位须指定、培养备

选的任课教师，以保证学位基础课的稳定性。

3．学位专业课最多只能调整 1门，学位专业课的调整须至少提前一个学期办

理，以便留有足够的备课时间，保证课程质量。选修课程的调整应在研究生选课

之前办理，研究生选课之后将不予调整。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的调整须按学校规

定的有关程序办理，由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提出调整方案，经培养单位审核，

报研究生院、学校审定。

4.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境外开班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可以根据有关单位的要

求以及学员的具体情况，对选修课以及 2门学位专业课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十条 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表

研究生课程均须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表。

1．教学大纲须明确课程性质、课程内容、教学要求、考核方式、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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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教学地点有特殊要求的，需在教学进度表中体现。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每门课程应有相应的课外学时数。例如参与实际工程、综合性作业与专题研究、

教学参考书阅读。

公共学位课的教学大纲由任课教师和有关学院共同讨论制定，报学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定；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的教学大纲由任课教师和研究

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共同讨论制定，由培养单位审核，报研究生院、学校审定。

2．教学进度表须明确学分、授课学周、周学时。实验环节、室外或校外实践环节

须在教学进度表中明确开课的学周、学时和教学地点。公共学位课教学进度表由任课教

师制定，报研究生院审定；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教学进度由任课教师制定，

报培养单位审定，报研究生院备案。教学进度表应于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提交，未按时

提交的课程，将在督导简报中予以通报。

第十一条 排课

1．各培养单位须根据培养方案、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制定每学期开课计划，

并报送研究生院汇总。新入学研究生第一学期的开课计划，应由各培养单位根据

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位课程统一制定，待新生入学、制订个人培养计划后再做适当

调整。

2．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应按时开出，按时进行考

核。有关培养单位应保证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的教学质量，学术型研究生的

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周学时一般不得超过 3 学时，上课时间一般不得安排在

中午、晚上、节假日。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安排集中授课的，

每天上课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8学时。

3．选修课程的选课人数一般不得少于 3人。选课人数少于 3人的选修课将不

予正式开课，采用学生自学、教师辅导的方式进行，学分不计，相应的教师工作

量由培养单位自行解决。连续三年没有正式开课的选修课程将予以淘汰。

有 3 人或超过 3 人选修的选修课，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开出的，需由主讲

教师提出书面报告，陈述理由，经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审核，报研究生院审批。

跨培养单位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有关培养单位应事先与开课培养单位协商，

落实开课任务后才能安排排课。

4．各培养单位应提前做好排课工作，研究生院将于每学期末公布下一学期课程表，

明确上课时间和地点。任课教师不得私自随意更改上课时间和地点。因特殊原因

需要更改上课时间和地点，须提前一周提出申请，写明理由，经培养单位分管领

导审批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二条 调课

任课教师须按课程表的安排，准时到指定地点上课，不得无故缺课、迟到、

提前下课、提早结束课程。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上课，须按学校规定的程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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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办理调课手续，方可调课；未提前办理调课手续，按无故缺课处理。

任课教师因急事无法提前办理调课手续，事后须在 24 小时内主动提交说明，

由培养单位审核，报研究生院审批，并补办调课手续；未主动提交说明的，按无

故缺课处理。

任课教师原则上每学期只准许请事假 1次（公务等特殊情况和病假例外）。

第三章 学术与实践活动

第十三条 学术活动

1.学术活动是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必修培养环节(本章所称“研究

生”特指学术型研究生，不含境外办班的学术型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学

分为 4学分，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学分为 2 学分；研究生须在入学后的前三个学

期完成学术活动。

2.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范围包括学术会议、学术报告等；其形式包括作学术

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

3.研究生应积极、主动地参加校内外本学科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各种学术

活动。凡是所在学院或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学校

组织举行的学术活动，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均应积极参加；校外学术团体和省、国

家有关部门及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参加。

4.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学分计算方法：在学期间至少作 1场学术报告。主讲

的每场学术报告计 1学分，在校期间参加校内学术报告会、省内学术会议以及各

种专题讨论班等的每次计 0.2 学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且论文被录用的每次计 1.2

学分，参加国家级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每次计 0.8 学分。

5.研究生学术报告的内容要求应体现前沿性、新颖性或交叉性，选题应基于

近年学术期刊的原始文献资料，陈述精练、层次分明、思路清晰、表达清楚。研

究生作学术报告需提前一周贴出告示，应写出报告摘要交指导教师审查，合格者

才能作报告。

6.学术报告由各培养单位以年级或学科（研究小组）为基本单位组织开展，

由 2 名指导教师负责。报告结束，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写出的报告摘要及报告准

备工作、内容、表达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后，评定分数并记载成绩。

7.研究生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后，应写出不少于 250～500字的学术活动内容摘

要，并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本人作学术报告的，应提交经导

师审阅、考核、签字的学术报告讲稿。达到规定学分要求后，将已填写的《华侨

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和本人作学术活动报告的演讲稿交给培养单位分管

领导审核。经审核合格，获得规定的学分，未达要求者，视为未完成培养环节，

不能进行论文答辩。每学期结束前，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把本学期《修满学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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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分的研究生名单汇总表》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8.《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是对研究生完成学术活动的审核依据，

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学术活动记录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第十四条 实践活动

1.实践活动是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必修培养环节(不含境外

办班的学术型研究生)，学分为 2学分；研究生须在入学后的前三个学期完成实践

活动。

2.实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等。各专业可依据学校的有

关文件，对研究生参加这些活动提出明确的要求，并规定具体的考核方法。

3.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实践活动后，须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实践活动考

察表》，经指导实践活动的教师写出评语，并根据实践活动表现评定成绩，成绩以“合

格、不合格”两级评分。

4.考核结束后，《华侨大学研究生实践活动考察表》交所在培养单位审查存档。

考核成绩录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应课程中，取得学分。

5.实践活动考核成绩不合格者必须再次进行实践，再次实践成绩仍不合格和

未完成实践任务者，按必修课程不及格处理，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第四章 任课教师

第十五条 硕士研究生课程的任课教师须同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高级

及以上职称，或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同时具有博士学位、中级职称；博士研究生

课程必须由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同时具有博士学位、副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

公共学位课的任课教师由研究生院与有关学院共同讨论确定。学位基础课、

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的任课教师，由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讨论推荐，由培养单

位予以审核。任课教师不得私自将授课任务转交给他人。若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换

授课教师的，公共学位课任课教师的更换由研究生院与有关学院讨论决定；学位

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任课教师的更换由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讨论更换

方案，由培养单位审核。

外语课程因特殊原因无法满足以上要求，可由具有 3 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讲师

或相当职称人员担任，须经培养单位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第十六条 聘请校外人员担任研究生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在开学前三个月

内由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培养单位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学校鼓励各培养单位境外办学中采用合作办学、学分互认、聘任境外兼职教

师和兼职导师等多种培养模式，拓展境外研究生培养渠道，为境外研究生的学习

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提高培养质量。但培养单位应加强对指导教师、任课教师

的管理，督导指导教师、任课教师把握住每个教学环节，严格管理教学程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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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必要的教学秩序和纪律。

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的要求优先选用适合我校研

究生培养要求的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用书，鼓励选用外文原文教材，积极引进国

内外先进教材、教学内容以及本课程涉及的最新成果和前沿学科知识；注意听取

开课单位及学生的要求和意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修订教学大纲，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任课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自学能力，

提倡精讲，积极组织专题性的课堂研讨，不断探索适应研究生的教学方法。

第十八条 任课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肃

纪律，维护好正常的课堂秩序和良好的教学环境，对迟到、早退和不认真听课、

无故旷课的研究生要及时进行教育，对严重违纪者应及时向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

和研究生院反映。各培养单位境外办学中可以根据境外研究生的特殊情况采取集

中面授的形式,但应加强课程教学管理，做好学生的考勤工作，保证课堂教学质量。

学生缺勤超过授课学时的 1/3，将不得参加该门课程考核，该门课程应重修。

第十九条 对由于责任心不强、不能以身作则或教学能力较弱等原因而导致

教学不到位、教学水平低、教学质量不高的任课教师，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培养单位须及时帮助其整改教学工作。

对连续 2年研究生反映教学水平低、质量不高的任课教师，培养单位必须停

止该教师承担的研究生课程。对违纪事件或由于失职造成的教学事故，学校将追

究任课教师的责任。

第五章 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和课程的选修

第二十条 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按所在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制

订个人培养计划，结合学术和职业生涯发展，合理安排课程学习、科学研究、论

文撰写和实践活动。

第二十一条 选课

各年级研究生应在学期初查看该学期的选修课程目录，按照本人的个人培养

计划从选修课程目录中选修课程。个人培养计划中第一学期的课程原则上不予调

整；以后各学期，若需变动个人培养计划中的选修课程，须在开学后一周内填写

《个人培养计划变动申请表》，交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增删课程的需填写申请表

一式两份，各培养单位收齐后于开学后两周内送 1份到研究生院，经审核同意后

由培养单位统一更改。

未正式办理选修手续而旁听的课程，不得参加考核，不予登记课程成绩。

选修课允许改选和退选。选修课的选修、改选、退选须在开学后的两周内完成，研

究生应及时核对选修、改选、退选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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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后，未正式办理改选、退选手续而不参加所选修课程考核的研究生，

以旷考论处，成绩为不及格，记零分。选修课程不及格者或旷考者应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重修手续。选修课程最终取得的成绩（包括取得的不及格成绩）将计入个

人成绩表。

第二十二条 免修

（一）研究生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免修第一外国语课程（中国大陆及港

澳台研究生为《英语》，外国留学生及华侨研究生为《汉语》或《英语》），并获得

学分。研究生可以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提交免修申请。

第一外国语为《英语》的免修条件为：

1．本科或硕士阶段为英语专业，且已经通过专业 8级考试，现攻读非英语专

业的更高学位。

2．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位。

3. 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成绩达 70 分及以上（此分数线根据当年研究生入学

英语统考情况调整）。

4. 国家英语六级考试 568 分以上（自获得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证书 3 年内有

效）。

5. TOEFL 成绩 100 分以上(IBT)或 250 分以上(CBT)（2 年内有效），或 IELTS

成绩 7 分以上（2 年内有效），或 GRE 成绩 2000 分以上(旧)或 1300 分以上（新）

（5年内有效），或 GMAT 成绩 700 分以上（5年内有效），或 WSK(PETS 5)考试合格

（2年内有效）。

第一外国语为《汉语》的免修条件为：

1．本科或硕士阶段为汉语言相关专业，现攻读非汉语言专业的更高学位。

2．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获得过学位。

3. 具有 HSK5 级（含 5级）以上中文程度。

4. 入学考试中能够流畅地用汉语交流，并能独立用汉语写出 1000 字以上逻

辑清晰的小论文，是否合格由免试小组决定。

办理程序：申请者应在相关课程设置的学期开学后的两周内到研究生院培养

管理办公室递交《华侨大学研究生课程免修申请表》，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

件各 1份。未按期办理手续或审批未准者仍应参加相关课程的学习。获准免修的

研究生，成绩单不注明分数，备注里注明“免修”字样。

（二）对于入学前三年内已在我校修读过研究生课程，且成绩合格者，可由本人

提出申请（附成绩证明），经任课教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核实，研究生院批准后给

予认定，获得该课程学分。

（三）对于公派留学或经批准到国外高水平大学修读相近专业研究生学位或

课程，或到国内 985、211 高校或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一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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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中排名前 20%的学科修读相近课程，且成绩合格者，经审核，

课程相同或比较接近的可以直接认定学分，课程不同的视情况可以认定为选修课

学分。认定程序由本人提出申请（附成绩证明），2门及以内课程的认定经培养单

位分管领导核实，2 门以上课程的认定经所在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核确

认，报研究生院批准后给予认定，获得相关课程学分。

第六章 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

第二十三条 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是检查研究生课程学习情况的主要依据。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位

课程、必修课程、已办理选修手续的选修课程、其它环节均需考核，研究生应在

规定时间内参加考核。

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阶段时，按照个人培养计划，仍有考核不合格的学位

课、必修课或未修满规定的学分或未完成其他环节者，不能送审学位论文、参加

学位论文答辩。

2．课程考核应在课程结束后进行，由主讲教师或考核小组负责主持。

3．课程考核成绩，须经期末考试，以期末考试成绩结果为主，也可以适当参考

平时成绩加以评定。

4．学位课程期末考试必须采用笔试的形式，非学位课程期末考试可以采用笔

试、口试或课程论文等多种形式进行。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和培养要求，考试

可采用闭卷或开卷的方式进行。研究生课程考核结束后，任课教师要及时、准确、

公正、合理地评阅试卷。笔试、课程论文须有考核教师的批改、评分依据、成绩

评定和教师签名；口试须提交口试记录，并有考核教师的评语、评分依据、成绩

评定和教师签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考核可采用闭卷、开卷、大作业、

上机操作或各种形式结合等灵活但规范的方式，并注意平时考核在总成绩中所占

比例。

5．若课程考核成绩中包含平时成绩，课程考核教师在报送成绩时，必须同时报

送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总成绩，并注明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各占的比例；

还须附上平时成绩的考核办法、考核记录、平时成绩评定依据、教师签名，否则平时

成绩将被视为无效。

第二十四条 课程考核成绩评定

研究生的课程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记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均以取

得 60 分及以上分数为合格，可获得学分；其他类型研究生的学位课程成绩必须取

得 70 分及以上分数为合格，才可获得学分。

第二十五条 补修课程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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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要补修的本专业大学本科课程，必须通过考核，成绩

及格，但不计入研究生阶段课程学分。

第二十六条 其它环节的考核

硕士生须在入学后的前三个学期完成学术活动、实践活动，撰写总结报告，

交由授课或指导教师写出评语并评定成绩。考核成绩采用“合格”或“不合格”

两级制。考核合格方能取得学分。

入学前在大专及以上院校从事 2年及以上教学工作的，可申请免去实践环节。

第二十七条 课程期末考试的组织与实施

研究生课程期末考试一般安排在每学期末最后两周内进行。

（一）考试安排

1．研究生课程结束后，要在学校安排的考试时间内组织课程考试。公共课考

试时间、地点由研究生院组织安排，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的考试时

间、地点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安排，并将安排结果报研究生院备案。考试日期不得

随意更改，如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改，需由开课培养单位提出书面意见并报研究生

院审批。

2．根据考试安排，开课培养单位要对监考教师开出监考通知单。监考教师必

须在考试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并认真履行监考职责。每个考场凡有 10-80 名考生，

都必须有两位教师监考；80 名以上的考场必须有三位教师监考。该课程的任课教

师必须参加监考，担任主考教师。

3．任课教师必须严格审核研究生参加课程考试的资格。因病、因事请假、旷

课累计超过课内教学时数 1/3 者，或是抽查考勤结果中有 3 次抽查无故缺课者，

均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

（二）考场规则

1．考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并按主考教师编排的位置表就座。

2．闭卷考试，不得携带任何书籍、笔记本、有文字或有符号的纸张、手机入座。

3．迟到 30 分钟以上，不得进入考场；开考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未交卷前不

得离开考场。

4．答卷一律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书写，字迹要工整；答案要写在试卷答题纸上。

5．考生不得向监考教师询问或试探与答卷有关的问题。

6．考试应独立完成，不得有任何作弊行为。凡有作弊行为而被取消考试资格

者以及协同他人作弊者，均以“作弊”论处，并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罚。

7．考生在考场要保持肃静，考试结束后要立即交卷。提前交卷者要迅速离场，

不得在考场内逗留或在考场附近议论、喧哗，违者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罚。

（三）主考教师职责

1．考前根据考场情况和考试人数编排座位表（座位应间隔排列），并提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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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进场。

2．考生入场时，督促考生将不能带入座位的书籍、资料等集中放置在规定的位置。

3．开考前，明确宣布考试时间。开考后，清点考生人数，统计实发考卷数。

4．对违反考场规则的言行要敢于批评教育，严格要求，对不听劝阻的考生，主

考教师有权取消其考试资格并报研究生院处理。

5．认真履行职责，不能做与监考无关的事，中途不得离场。

6．考试结束前 10 分钟，提醒考生在试卷上填写姓名、单位、专业，做好收

卷的准备工作。收卷后清点试卷数，防止试卷丢失。

7．不得随意延长考试时间。

第二十八条 课程考核成绩的管理

1．采取笔试的课程，任课教师应于笔试后 1周内向培养单位报送成绩；采取

课程论文形式考核的课程，任课教师最迟应于下学期开学后 2 周内向培养单位报

送成绩。学生迟交或未交课程论文，任课教师可不给成绩，以“缺考”论处。

任课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录入成绩（登陆华大主页→信息门户→输入工

号、密码→信息服务区→研究生系统→学生成绩管理→教师成绩录入），同时打印

成绩单（纸质）一式两份，连同试卷，报送学生所在培养单位。培养单位汇总后

报送 1份至研究生院存档（不同年级研究生成绩分开填写，以便存档）。

2．如确有特殊原因，须逾期递交的成绩单，相关责任人应填写《华侨大学研

究生成绩单逾期递交申请表》，经培养单位主管领导签字、盖章，报研究生院培养

管理办公室审批，方可办理。

如培养单位的任课教师在一个学期内，无故不在规定时间内录入成绩并报送

纸质成绩单达到 5 例，则扣除该培养单位 1 个招生指标；超出 5 例后，每增加 1

例，多扣除该培养单位 1个招生指标。

3．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全日制、在职、研修班、境外

班等）的成绩管理，实现规范管理和计算机现代化信息管理。

任课教师应将考试试卷或课程论文（每份均应装订统一的论文封面）及成绩

单交所在培养单位妥善保管，其保管要求与本科课程试卷管理规范相同。

4．研究生在学期间的成绩查询，由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负责协助查询。

研究生若有充分理由认为考试成绩和自己实际答卷估分相差较大，有必要查

询时，可由研究生本人在成绩公布后两周内提出书面申请（超过两周后不再受理

查询申请）。公共课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向培

养单位提出申请。公共课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查卷，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

选修课由培养单位安排至少 2 位同专业的其他教师查卷。研究生不能直接找任课

教师查卷，任课教师与研究生本人不得参与现场查卷。

课程成绩一经任课教师报送，任何人（包括任课教师及其他人员）无权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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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更改，否则按教学事故予以处理。若由于批改考卷、评定分数、统计登记成

绩失误，需要更改成绩，应由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经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审核，

报研究生院审批后，由培养单位委派至少 2 位同专业的其他教师，与任课教师一

起复审试卷及成绩，并提出更改成绩申请，说明更改成绩理由，报培养单位、研

究生院审核，办理更改手续并签字。

成绩更改期限为下一学期初的一个月内，逾期不予办理。

5．课程经过首次修读考核或补考或重修，最终取得的考核成绩无论是否合格，

都将记入研究生成绩单，并归入本人档案，不得随意删改。

第二十九条 课程的补考、重修、缓考及作弊处理

（一）补考

课程首次修读成绩不合格者以及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确因工作等原因未能

参加考试或因考试不及格者，可以参加补考，也可以直接申请重修。每门课程只

允许补考 1次。重修课程不得补考。补考成绩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

（二）重修

1．研究生修读的课程若成绩不合格，包括首次修读不合格直接申请重修者、补

考不及格者、重修不及格者、旷考者、考试违纪者，应按规定程序申请重修。经批

准重修的研究生应参加同一课程的下一次学习和考核。学校不专门开设重修班。

每门课程最多只能有 2次重修。

2．原课程成绩已合格但需要达到其它更高要求的，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

可以申请重修，以更高分数记入成绩单。

3．重修办理程序：申请人下载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课程重修申请表》，于

该门课程下一轮开课的前两周内办理手续。

（三）缓考

1．硕士研究生如因生病或人力无法抗拒的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可以申请

缓考，下载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课程缓考申请表》，在考试前报研究生院培养管

理办公室审批。缓考成绩记载按正常考核办理。

2．硕士研究生未办理缓考手续或申请缓考未批准，擅自不参加考试者，或考

试不交卷，或考试迟到 30 分钟以上，或中途擅自离场者一律按“旷考”论处，该

门课程考试成绩计零分，并注明“旷考”。

3．缓考和补考应在下一学期开学前全校统一安排的缓考和补考的时间内进

行。缓考和补考仍由原主讲教师或考核小组负责，并应按原考核的要求重新命题

和评分。

（四）作弊处理

研究生课程考试有作弊行为者，取消其考试资格，该门课程成绩计零分，并

注明“作弊”。其中“代考”作弊，双方均给予勒令退学处分，情节严重给予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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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夹带”、“串通”、“偷看”、“旁窥”作弊，除该门课程成绩以零分记外，视

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相应课程须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重修手续。

第三十条 考勤、旷考的处理及请假的规定

1．任课教师应当掌握研究生上课的考勤情况。在全程考勤结果中，研究生无

故缺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学期总学时数的 1/3 时，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在抽查

考勤结果中，有 3 次抽查无故缺课的研究生，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凡旷考的研

究生，该次课程考试成绩记零分，相应课程须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重修手续。

2．研究生不能按时参加培养计划或学校、培养单位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

假，按华侨大学研究生请假规定办理相应手续。未经批准而缺席者，给予批评教育，

情节严重的按《华侨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暂行办法（修订》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3．研究生申请延长学习年限，须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第

十章“研究生的延长学习年限”的规定办理手续。研究生超过学制规定的年限 3

个月，不办理延长学习时间手续的，视为自动退学。

4. 对于公派留学或经批准到国外高水平大学修读相近专业研究生学位或课

程或做实验，或到国内 985、211 高校或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

一批举行的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中排名前 20%的学科修读相近课程或做实验，须由本

人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经指导教师、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同意，报研究生院

审核批准。研究生超过学制规定的年限 3个月，不办理联合培养进修手续的，视为

自动退学。

第七章 教学检查

第三十一条 任课教师平时应注意了解培养单位和研究生对所承担课程的意

见和要求。积极配合培养单位和学校对该课程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

各培养单位应在学期初检查本单位研究生课程的开课情况及学生到课情况，并将

检查结果于开学后一个月内报送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将随时抽查各培养单位研究生课程的上课情况，并根据抽查情况给

予相应的处理。

第八章 其它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3 级起开始实施。以前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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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硕博连读实施细则
（华大研〔2013〕29号 2013年11月19日印发）

为改善我校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有关文

件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硕博连读培养模式

硕博连读特指从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并且成绩优异、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

研能力的硕士研究生中选拔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培养模式。我校硕博连

读的培养模式为“2+3”，即硕士生阶段培养 2年，博士生阶段培养 3年。

第二条 基本原则

1．我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均可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

2．申请硕博连读的硕士研究生应在所属一级学科内，选报本校具有博士学位

授予权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

第三条 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分配

各博士学位点当年招收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占用本学位点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招

生指标，学校不再另外追加指标。

各博士学位点当年招收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名额，为学校当年博士研究生招生

名额的 30%。

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按如下原则分配给博士生导师：

1．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仅限于本校全职博士生导师（每年在校工作至少9个月）。

2．学校直接向承担在研国家级科研课题的全职博士生导师，分配每届 1个招

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

3．其余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按照各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全职博士生导

师人数比例分配到各博士学位授权点，由各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全体全职博士生导

师协商分配。承担在研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的全职博士生导师具有招收硕博连

读研究生的优先权。

4．承担在研国家级科研课题的全职博士生导师每届至多有 2个招收硕博连读

研究生的名额。其余全职博士生导师每届至多有 1个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

第四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选拔标准

各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全体全职博士生导师按照择优选拔的原则和所在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制定选拔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术标

准和综合条件，于每年 12 月份之前，报送到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由学位分

委员会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各博士学位授权点制定的选拔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术标准和综合条件应不低

于以下各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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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者，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2．须修完选拔之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应修的全部课程和学分（包括

选修课学分），取得合格及以上成绩。

3．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表现突出，具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潜能。

4．须是我校在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含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以同

等学力报考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如为定向或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须经原单

位同意。

5．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有过挂科或因违规违纪受处分记录的硕士研究生

不得参加硕博连读研究生的选拔。

第五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申请、考核及录取

1．具有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名额的博士生导师和达到硕博连读研究生学术标

准、综合条件的硕士研究生进行双向选择。参加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者须经本人

的硕士生导师的同意和推荐。

2．符合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的学术标准和综合条件的申请者提出申请，填写

《华侨大学硕博连读申请表》，并提交到所在学院、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

“培养单位”）。

硕博连读申请者提出申请的时间在第四学期（博士研究生网上报名时间截止

前，一般为 3月底之前）。

3．由培养单位的全职博士生导师组成考核小组，对申请者进行考核。考核小

组至少有 5人，其中设组长 1人，秘书 1 人。培养单位全职博士生导师不足 5人

的，可聘请本校其它相近学科的全职博士生导师担任考核组成员。

4．考核小组首先根据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术标准和综合条件，对申请者进行

资格审查，形成资格审查报告（包括逐项对比学术标准和综合条件，审核申请者

是否达到要求，以及是否具有选拔资格的结论）。通过审查者，进入综合考核。

5．考核小组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者进行综合考核，确认其是否具备博士生

的培养潜能。综合考核采取面试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应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知识、

创新能力、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外语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考核小

组根据考核情况，给出考核评语（须包含是否同意拟录取的意见）和考核成绩（考

核成绩采用百分制），并根据考核成绩对申请者进行排序。考核小组秘书须做好

面试记录。培养单位将资格审查报告、综合考核的评语、成绩和面试记录、考核

成绩排序等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硕博连读申请者的面试考核时间在第四学期（4月份）。

6．学校根据培养单位报送的考核结果、拟录取意见及考核成绩排序，结合博士

生导师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分配，确定录取名单，并与当年博士生普通招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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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录取结果一起公布。

7．被录取的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将在当年 9月初办理博士生入学报到手续，

取得博士生资格，待遇及生活补助按博士生的标准执行，培养经费亦按博士生的

标准发放。

第六条 培养及学位授予

1．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依照《华侨大学研究

生学籍管理规定》、《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获得博士学位和博士

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将不再授予其硕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

2．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如中期考核结果为不宜继续培养的，经本人申请，

学校批准后，转为硕士研究生。若满足学校规定的硕士学位申请资格，通过硕士

学位论文答辩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3．硕博连读研究生如未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可根据其学位论

文水平，做出修改论文并重新答辩 1 次的决议或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或不

授予学位的决议。若满足学校规定的硕士学位授予条件，并得到答辩委员会授予

硕士学位决议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可获得硕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第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原有的相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与

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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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 
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 

（华大研〔2013〕28 号  2013 年 11 月 1 日印发）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论文质量，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我

校实际，特针对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各个环节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学位论文的开题 

第一条  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学位论文工作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对学位论文

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关系到学位论文的水平和质量。工程

硕士学位论文（设计）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

用价值，可以是工程项目策划、工程设计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技术攻关研究以

及各种研制与开发专题等。论文选题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

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条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论证、审查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环节。及时做

好开题报告，可以尽早地广泛征求同行专家意见，博采众长，扩大视野，拓展思

路；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的学术动态，避免重复前人的工作；也有利于解决选题与

图书设备等研究条件不相适应的矛盾。 

第三条  申请我校各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论文，必须经过开题。学位论

文开题应由所在学院、研究院（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组织。各类研究生开题的

时间原则上在培养方案中规定的主要课程结束之后，由培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最迟不得超过第四学期的前 5 周。各培养单位确定各学位点开题报告时间后，

须向研究生院报送备案。 

第四条  学位论文开题分为研究生个人撰写开题报告和专家组评审开题报告

两个环节。 

第五条  研究生个人须撰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表格在研究生院网

页上下载），开题报告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本课题的来源、目的和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水平（附文献综述报告3000—5000字）； 

（3）研究的内容、方案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4）研究的工作条件、计划进度及预期成果； 

（5）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研究生导师须对研究生撰写的开题报告进行审阅，提出修改意见。研究生根

据导师的意见修改开题报告。 

第六条  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根据研究生人数的实际情况，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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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或学术方向分组，分别组织开题报告的评审会。 

各组评审会由 5-7 位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专家组设组长 1 人。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审专家须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评审专家须具有正高职称，多数应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 

第七条  开题评审会主要程序有：研究生利用 ppt 在 10-15 分钟内向专家组

做开题报告，然后接受专家组 10-15 分钟的提问。评审会上，须做好记录。 

专家组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对开题报告进行评分，评分采用百分制。 

1.评分不低于 80 分，且排名在评审组评审结果前 90%的开题报告中，视为通

过开题。 

2.评分在 70-80(不含 80)分之间的开题报告和排名在评审组评审结果后 10%

（不足 1 位，取最后一位，下同），但不低于 70 分的开题报告，须根据专家组意

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并在一个月内修改后参加开题报告的复审会。复审

通过者的开题报告时间可按第一次开题报告的时间认定。 

3.开题报告不合格者（评分低于 70 分）应在下半学期重新进行开题。重新开

题的程序与第一次开题相同。 

重新开题再不合格者，则终止其学位论文工作，各门研究生课程成绩合格者，

按结业处理。 

第八条  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须针对评分在 70-80(不含 80)分之

间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排名在评审组后 10%但不低于 70 分的硕士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召开复审会，对修改后的开题报告进行复审。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审专家组须对评分在 70-80(不含 80)分之间的博士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召开复审会，对修改后的开题报告进行复审。复审会程序与评

审会相同。 

复审会须对开题报告进行评分，评分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级。评分为合格者

视为通过开题，评分为不合格者应在下半学期重新进行开题，重新开题再不合格

者，则终止其学位论文工作，各门研究生课程成绩合格者，按结业处理。 

第九条  在开题报告的复审会、重新开题评审会的前一周，培养单位应将会

议时间、地点报送给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指派研究生教育顾问组成员旁听会议。 

第十条  开题结束后，学院需在一个月内将开题的有关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包括研究生个人的开题报告、评审会评分成绩表及会议记录、复审会评分成绩表及会

议记录、重新开题评审会的评分成绩表及会议记录。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开题报

告纸质版由学院汇总存档。电子版（word 版本）上传至研究生管理系统，学院于开题

年度6月底之前审核通过，超时平台将自动关闭。 

第十一条  未进行开题，或开题未通过，或开题报告材料备案不完整的学位

论文，将不得申请送审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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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 

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是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由各

培养单位组织进行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检查。全日制研究生均应到场接受本规定

要求的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非全日制研究生可不必到场，由培养单位自行安排，

但中期检查材料同样须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三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要求在第五学期开学后的前 7周内完成。 

第十四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分为研究生个人撰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

期检查情况表》和中期检查答辩会两个环节。 

第十五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有： 

1.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论文计划进度进行，如存在与开题

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请说明其原因； 

2.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参加的科研学术情况； 

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拟采用的解决方案等； 

3.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研究内容（如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符，必须进行论证说明）； 

4.专家组和学院的意见与建议。 

第十六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答辩会之前，研究生须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情况表》（中期检查情况表可在研究生院网页上下载），并附已

通过的开题报告及阶段成果材料。 

第十七条  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根据研究生人数的实际情况，按

照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或学术方向分组，分别组织中期检查答辩会。 

第十八条  各组答辩会由 3-5 名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检查专家组，专家组设

组长 1 人。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专家组成员须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博士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专家组成员须具有正高职称。 

第十九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答辩会主要程序有：研究生利用 ppt 在 10-15

分钟内向专家组汇报学位论文的中期进展，然后接受专家组 10-15 分钟的提问。 

研究生汇报的主要内容有：目前已完成的研究工作（已取得的成果），拟完成的研

究工作（预计获得的成果）；如期完成整个论文工作的可能性，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以

及后期工作计划。 

第二十条  检查专家组应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进行认真的评议，对完成

工作量较少、阶段成果较少的要督促其加快工作进度；对存在问题较严重的（如

论文选题不适当，或工作进行中遇到很大困难者）应要求其导师及早调整方案，

做出适当处理。对于论文题目、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与开题报告内容有明显差

异的，应重新开题，并相应延期毕业。在整体安排上应尽量保证硕士生如期答辩，

对确需延期的应尽早提出申请。 

第二十一条  检查小组须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对硕士学位论文的中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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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分，评分采用百分制。 

第二十二条  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须针对中期检查分数低于80分

的硕士研究生召开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复查会。复查会程序与答辩会相同。 

第二十三条  各培养单位须在复查会前一周，将复查会时间和地点报送研究

生院，由研究生院指派研究生教育顾问组专家旁听中期复查会。 

第二十四条  硕士研究生人数较少的培养单位，可以只组成一个检查专家组，

举行一场中期检查答辩，可不组织复查，但需将中期检查答辩会的时间和地点提前

一周报送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指派研究生教育顾问组专家旁听中期检查答辩会。 

第二十五条  各检查专家组应将检查结果形成简明的书面总结上报所在培养

单位，总结中应包括检查的总体情况、应受检查人数、实受检查人数、工作正常

者、工作需加速者、有可能延期者等，对特殊情况应有一定的说明。 

各培养单位将各检查组的检查情况（包括研究生个人的《中期情况检查表》、

检查结果书面总结、检查结果评分）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第二十六条  未经过中期检查或中期检查不通过或中期检查结果备案不完整

的学位论文，将不得申请送审和答辩。 

 

第三章  学位论文的预答辩 

第二十七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在后期对学位论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总结、

提炼、提升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预答辩，可以使研究生在专家的质询和指导下，

更全面地总结论文工作，增强论文整体的逻辑性，使论文工作更加系统化；更准

确地提炼论文的创新点等精华内容；更细致地完善论文工作的细节和撰写格式；

进一步提升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十八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应在第六学期开学后的前 4 周内举行。申请我

校各类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均须按照本规定要求做好预答辩工作。 

第二十九条  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根据研究生人数的实际情况，

按照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或学术方向分组，分别组织预答辩。各组预答辩由 5-7

名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预答辩专家组，专家组设组长 1 人。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专家组成员须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组成员须具有正高

职称。 

第三十条  预答辩程序如下： 

1.审阅材料：预答辩专家组成员对学位论文初稿以及开题报告、专家的开题

论证意见、中期工作总结报告、中期检查的评价和建议等材料进行预审。 

2.介绍论文情况：论文作者利用 ppt 在 10-15 分钟内重点对学位论文的创新

性、关键性结论进行介绍，导师对研究生的研究情况作全面介绍。 

3.质疑并评价：预答辩专家组成员在 10-15 分钟内对学位论文初稿进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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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及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研究成果、关键

性结论等做出评价并得出结论。 

4.评分：预答辩小组须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对研究生的预答辩情况进行评

分，评分采用百分制。 

评分不低于 80 分：其论文经完善、定稿、导师审阅后可申请学位论文送审； 

评分在 70-80(不含 80)分：需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经导师审阅同意后可申

请学位论文送审。 

评分低于 70 分：必须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经导师审核后重新进行预答辩。 

5.填写预答辩表格：由预答辩专家组填写预答辩表格（可在研究生院网页上

下载）。 

第三十一条  预答辩专家组须将预答辩表格上报培养单位，并由培养单位报

送给研究生院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未经过预答辩或预答辩材料备案不完整的学位论文，将不得申

请送审和答辩。预答辩评分低于 70 分的学位论文和排在预答辩组后 10%的学位论

文将由研究生院组织进行全盲审。 

 

第四章  学位论文的送审评阅 

第三十三条  研究生应在申请学位学期开学初，将学位论文送交指导教师审阅。

指导教师根据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于2周内审完学位论文，并写出详细学术评语。 

学位论文经导师审阅同意送审后，方可申请送审评阅。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在

每学期的第 3 周（依照校历规定）对申请送审的学位论文进行送审资格审查。开题

时间距离送审时间不足一年的原则上不予送审。 

第三十四条  通过送审资格审查的博士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聘请校外五位具有

教授职称（或相当职称）的同行专家进行博士学位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在评阅书全部收到之前不得进行答辩。5位评阅人的评语都是肯定的，才

能组织论文答辩。若其中 1 名评阅人的评语是否定的，经修改后，应由研究生院送原

评阅专家重审，并增补 1 名评阅人送审；若重新送审的 2 份评语都是否定的，则本次

申请无效；若只有 1 份重新送审的评语是否定的，由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

是否同意参加答辩。若2名及以上评阅人的评语是否定的，则本次申请无效。 

第三十五条  通过送审资格审查的硕士学位论文，由所在培养单位或研究生院指

定的至少两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研究系列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校外专家进行论

文评阅。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一位评阅专家由所在培养单位聘请实际单位的具有高级

职称的同行专家担任。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硕士学位论文，须参加由研究生院组织的盲审；其它学位

论文可参加由培养单位组织的专家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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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导师指导的首届申请硕士学位的所有学生的学位论文，盲审份数2份。 

2．同一导师指导的应届毕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超过3人（包括3人）的，按1/3

比例抽取学位论文，盲审份数2份。 

3．学位课程考核有过挂科记录的各类硕士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盲审份数2份。 

4．因未通过评阅、答辩、重复率电子检测而延期的各类硕士学位论文，盲审

份数 2份。 

5．以同等学力、高校教师申请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盲审份数3份。 

6．各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份数1份，另一份由培养单位聘请1名来自企业

或工程部门的专家评阅；申请答辩成绩评优的各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份数2份。 

7．申请提前答辩或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到境内外大学修读学位或课程或做实验一

年及以上的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份数3份。 

8．发表学术论文未达到以下要求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且盲审份数在

原规定份数上增加1份。 

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三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正式

见刊）；或以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三类A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至少 2 篇，或在二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期刊分类依照研究

生在入学注册时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和科学技术研究处采用的分类标准。上述学术期

刊均为正式学术期刊，不包括增刊和专门发表学术会议论文的学术刊物，须以华侨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认定的时间以投稿时间或发表时间为准，没有明确投稿时间的按

发表时间往前推6个月计算。 

（二）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书全部收到之前不得进行论文答辩，且须满足以下条件

方可答辩。 

1．各份评阅成绩都不低于80分的，可以参加答辩； 

2．各份评阅成绩有低于80分但都不低于70分的，修改论文，经导师同意后，参

加学位论文答辩； 

3．有2份评阅成绩低于70分的，重新修改论文，延期半年毕业； 

4．只有 1 份评阅成绩低于 70 分的，修改论文后，由研究生院送原评阅专家重审

一份，且增补一名评阅专家送审。若重新送审的2份评阅成绩都低于70分，重新修改

论文，延期半年毕业；若只有1份重新送审的评阅成绩低于70分，由研究生培养指导

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同意参加答辩。重新送审的学位论文评阅书若由于初审论文修改

后提交不及时、答辩时间安排等原因不能在答辩前返回，则延期半年重新申请学位。 

学位申请者本人不得擅自与论文评阅人联系。一经核实，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

延期一年重新申请。 

 

 

55



 

第五章  学位论文的答辩 

第三十六条  凡已被同意受理、学位论文通过专家评阅的学位申请，可申请答辩。 

第三十七条  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之前，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在研究生院主

页下载《华侨大学博士学位申请审批书》、《华侨大学硕士学位申请审批书》。申请学位

者本人、指导教师、培养单位、答辩委员会秘书填写相关内容，并申请答辩。 

第三十八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 

1．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培养单位聘请相近专业5-7名具有教授或相当职

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2名校外专家，4名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设主席1名，

由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校外专家担任；设秘书 1 名，由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的人员

担任。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2．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培养单位聘请同一专业或相近专业5位及以上具

有副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 名来自校外的专家，各类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要求至少有 1 名来自校外行政企事业单位或工程建设部门的专

家。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 名，秘书 1 名，主席由具有教授职称（或相当职称）的校外

专家担任。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第三十九条  学位论文答辩时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般

采用公开方式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议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议的整个程序

都应当有记录。参加答辩委员会的专家，要坚持标准，保证论文答辩的质量。 

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如下： 

1．答辩会议主席致词宣布答辩程序。 

2．导师介绍申请者培养计划执行结果、课程成绩及学位论文等情况。 

3．学位申请人报告论文的主要内容，阐明见解，就论文的创新点作充分的说明，

时间不超过30分钟。 

4．答辩委员会委员提问，申请人答辩。 

5．由秘书宣读指导教师的推荐意见和论文评阅人的评语。 

6．答辩委员会委员充分交换意见，商定评定论文的标准，对论文做出评价，并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委员对答辩者可否毕业和可否授予学位分别进行表决，获

得 2/3 及以上委员同意毕业的表决，方可认定答辩委员会同意毕业；获得 2/3 及以上

委员同意授予学位的表决，方可认定答辩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对于在职攻读硕士专

业学位者，委员对可否授予学位进行表决，获得2/3及以上委员同意授予学位的表决，

方可认定答辩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 

7．主席宣布投票结果，论文评语及决议。 

第四十条  答辩秘书负责记录答辩过程。记录要求做到详细、准确、完整。答辩

的主要情况要记入《华侨大学学位申请审批书》，记录应由秘书和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名。 

第四十一条   学位论文答辩的组织接待工作由培养单位负责安排落实，严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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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申请者本人参与答辩委员会的组织接待工作。接待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有负责落实

答辩的具体日期及布置答辩会场，安排校外专家的接送、食宿。 

第四十二条  答辩经费包括论文评阅、答辩委员和工作人员的酬金等费用。经费

从研究生培养费中支出，不足部分，由培养单位统筹解决。 

第四十三条  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最终成绩由论文送审平均成绩的 60%和答辩

平均成绩的40%构成，综合成绩达到88分及以上为优秀。 

第四十四条  未通过答辩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的学位申请者，经答辩委员会同

意，无须重新送审，可再次申请答辩。再次申请，须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修改，

并在首次答辩后的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内提出，但不得超过学习的最高年限，且只有 1

次。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指导教师及研究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

监控与评阅答辩工作，否则将由研究生院视情况酌情予以处罚。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3 级开始实施，此前其它相关规定有不同之处以本规

定为准。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对申请华侨大学各类博士、硕士学位（包括各类专业硕士学

位）都适用，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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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跟班学习的有关管理规定 
（研究〔2013〕30号  2013年 10月 22日印发） 

 

各相关单位： 

为规范专业学位研究生（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跟读学员的管理，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审批程序  

1、符合相关专业报考条件的申请人需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并填写《专

业学位跟班修读申请表》（华侨大学研究生院网页→下载专区→专业学位）。填

写完成后，应于每学期开课前 2周提交培养单位，同时交验毕业证、学位证等

报名材料。 

    2、各培养单位依据教育部和我校公布的本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的报考

条件（除毕业年限可适当放宽外）严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方可接收为跟读生，

同时报研究生院审批。 

3、跟读生必须在跟读申请批准后两周内缴纳课程学习费（收费标准和缴费

方式参照当年正式录取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费标准和缴费方式）。学费一

经交付，不予退还。  

4、跟读生如果被我校录取，总学费按当年的学费标准收取。已缴纳的课程

进修费可全部从学费中抵减。 
 

二、课程及学籍管理 

1、跟读生的学习方式与管理办法与在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同，但论文开

题、中期考核等培养环节应在其正式被录取后方可进行。 

2、跟读生在读期间应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对于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学校

有权中止其跟读。跟读生在学习期间发生的一切意外人身伤害、经济纠纷等问

题学校概不负责。 

3、跟读生所修课程成绩三年内（含三年）有效。三年内（含）被正式录取

并取得学籍，所获得学分（已通过考核的课程）予以承认。超过三年未被正式

录取，修完全部课程的由华侨大学研究生院颁发结业证书，未修完全部课程的

由华侨大学培养单位出具课程进修证明。 

4、跟读生通过入学考试，如录取专业与跟班修读专业不同，须按录取专业

培养方案要求审核课程，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学分可以承认，不足学分按录

取专业培养方案继续修读补齐。 

5、跟班修读一年后被正式录取为在籍研究生的，修完全部课程，达到我校

毕业或取得学位相关规定的要求，在籍满两年可以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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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规定从公布之日开始执行，由华侨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研究生院 

                                                2013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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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管理办法（试行） 

（研究〔2014〕2 号  2014 年 1 月 20 日印发）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重要保证。为保证我校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顺利进行，切实

有效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进行全过程的管理、服务和评价，确保专业实

践质量，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的意见》（〔2013〕3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是对我校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管理的规范。 

第二条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

程学分之后开展不少于半年的专业实践（没有一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不

少于一年）。专业实践应体现“集中与分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实

践与论文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培养单位职责 

1.各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工作，要提供和保障

开展专业实践的条件，加强包括研究生工作站在内的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主

动吸纳社会资源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

机构等。 

2.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由各培养单位总体负责，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配合相关业务指导和考核工作，主要包括： 

（1）制定和落实专业实践工作方案，安排校外指导教师； 

（2）建立健全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专业实践情况，处理专

业实践中出现的有关问题，确保专业实践工作的正常秩序； 

（3）成立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小组负责专业实践的考核工作。 

3.各培养单位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维护本单位研究生的合法权益，确保

其在专业实践期间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研究生到实践基地进行专业实践前，

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其安全意识，提高研究生的自我防护能力。 

4.各培养单位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明确相关责权，按协议要求具体开

展工作并建立与实践基地所在单位经常性的专业实践信息通报制度。 

第四条 学生职责 

1.参加专业实践的研究生在专业实践开始前必须与培养单位签订安全责任

书，明确相关事宜，培养单位有权拒绝未签订安全责任书的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 

2.研究生应当严格遵守学校和实践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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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期间，研究生应保持与培养单位及导师的联系，定期向校内导师和

培养单位管理人员汇报个人情况。 

4.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参加专业实践前按照所在专业（领域）的专业培养

方案要求，与导师一起制订专业实践计划，列出专业实践的具体内容和预计成

果并填写专业实践计划表，由培养单位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专业实践。 

5.研究生在实践过程中要撰写专业实践周记（不少于 10 篇，没有一年及以

上相关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不少于 20 篇）。专业实践结束后，研究生要向培养单

位提交专业实践考核表以及实践周记等材料，经考核合格获得规定的学分。未

通过专业实践考核的研究生不能进行学位论文的送审和答辩。 

第五条 本办法从 2013 级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执行，由研究生

院负责解释，各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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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管理办法
（研究〔2014〕3号 2014 年 2 月 17 日印发）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研

究生教学管理，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督导组的组成

1．学校成立“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对全校研究生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进行

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估。

2．研究生教学督导组由 5～9人组成，设组长 1名，副组长 1人、秘书 1人，

秘书人选由督导组聘任、管理。研究生院负责协调安排督导组的具体工作。

第二条 督导员的聘任条件

1．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并长期从事研究生教学、指导工作，具有丰富的研

究生教学指导经验。

2．热爱研究生教育，愿意承担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

3．具有较强的责任心，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保证教学督导工作的开展。

第三条 督导员的聘任办法

1．督导员由各学院、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根据督导员

的聘任条件向研究生院推荐人选，在兼顾学科专业覆盖面的基础上，由学校予以

聘任，并颁发聘书。

2．督导员的聘期一般为一届三年。聘期内，督导员因特殊情况可提出辞聘

申请；对不能履行工作职责者，学校有权予以解聘。

第四条 督导员的工作职责

根据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需要，按照了解情况、

研究问题、督促检查、提出建议的工作思路，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1．开展研究生教学督导及管理督导工作。

2．对研究生相关培养环节进行检查和评估。

3．参与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的调研、论证及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评估。

4．定期参加教学督导会议，汇集、分析各种教学及管理信息，并向研究生

院和学校提交督导报告。

第五条 督导内容

1．检查各培养单位及各学科专业贯彻落实有关研究生教育各项规章制度的

情况。

2．检查各培养单位及各学科专业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

策，是否符合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检查教师的教学态度、教

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以及教风和学风情况；检查课程考核与考试工作是否严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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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检查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规范、教学保障是否到位，并及

时做好听课记录，反馈教学信息。

3．检查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指导、预答辩、论文答辩等

环节是否严格、规范，并反馈有关信息。

4．了解学校研究生院工作，并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六条 督导方式

1．深入各培养单位和开课单位等教学第一线，了解研究生培养情况和课程

建设情况，对研究生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环节进行听课检查与指导。

2．不定期召开任课教师、导师、管理人员和研究生座谈会，听取有关建议

和意见，了解教学信息。

3．定期召开督导工作例会，将督导员提供的内容材料汇集整理，形成书面

材料报备研究生院，通报全校。

4．对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形成书面督导意见及时向研究生院反馈。

5．教学督导以常规检查和随机抽查、集体督导和个人督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七条 督导要求

1．督导组应按照全面督导、突出重点的原则，根据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

培养工作的需要制订督导计划。

2．督导员应加强学习和自身修养，熟悉研究生教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依据学校有关文件开展督导工作。

3．督导员每学期听课时数应不低于 36学时，并根据学校需要开展专项督导

活动。

4．督导组应于每学期期末做好学期工作总结，研究制定下一学期工作计划。

5．每学期期末，研究生院根据督导员的工作职责对督导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第八条 督导保障

1．教学督导组根据本条例开展工作。每学期召开 1次督导工作例会，总结

前一阶段工作，汇总督导员提交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安排下一阶段工作。

2．各培养单位领导、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干部应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

拒绝、干扰教学督导工作，确保督导工作顺利进行。

3．学校安排专项经费负责督导员津贴和开展督导工作所需经费。

4．研究生院为教学督导组配备兼职联络员，协助处理日常工作，并为督导

员开展督导工作提供业务支持。

5．学校相关单位对教学督导组提出的督导意见、建议，应予以充分重视并

及时协调解决。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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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常见事项办理程序 

 

 

 

 

 

 

 

 

 

 

 

 

 

 

 

 

 

 

 

 

 

学位论文送审 

（第五周至第十三周） 

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第十四周至第十五周） 

学位授予资格审查 

（第十五周至第十六周） 

学位授予与档案工作 

（第十八周至第二十周） 

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 

（第三周至第四周） 

 

学位授予与研究生毕业 

工作总流程 

学位论文答辩 

（第十五周至第十六周）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 

（第十七周至第十八周）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第十七周至第十八周） 

学位论文预答辩 

（第三周至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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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 

所有本轮申请学位的人员，即含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学力和在职申请学位人员，含

正常毕业、提前毕业、延期毕业学生，含境内和境外学生，含学位论文盲审及非盲

审学生。 

审查主要内容 

1．学习年限（包括学籍异动情况，提前毕业资格）； 

2．学习课程的总学分，学位课和必修课学分，学习成绩； 

3．缴纳学费情况（欠缴学费的学生不能通过学位论文审查，不得送审学位论文，

培养单位应督促学生及时缴纳学费）； 

4．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时间最迟不得超过第四学期的前 5 周，且须满足距离送审

时间满一年，开题报告要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上备案，并通过培养单位审核，

若未备案的不能通过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不得送审学位论文）； 

5．发表学术论文； 

6．预答辩； 

7．以往申请学位无效、延期半年及以上、重新修改学位论文的学生，须经学籍审

查，通过后方可送审学位论文。 

培养单位工作内容 

1．报送《预计毕业研究生成绩审核名单报送表》、研究生个人成绩单纸质版及电子

版至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或专业学位教育管理中心（以下统称研究生院学位管

理相关科室）。 

时间：第一周至第三周末。 

2．审核本轮申请学位学生的学费缴纳情况、开题报告时间。 

3．审查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学术硕士） 

（1）已经发表并见刊的学术论文，需提交与原件一致的学术论文复印件一份（含

刊物封面、目录、正文、封底），且经培养单位审核通过并盖章。 

（2）凡是正式见刊或已录用的学术论文，均需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统一

登记备案，且只需提供以华侨大学第一署名，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

作者、学生本人为第二作者的学术论文。正式见刊的学术论文复印件封面目录正文

封底材料要与网上内容核对，确保一致。 

4．审查预答辩时间、预答辩评分、预答辩材料备案情况。 

5．报送《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审核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及电子

版至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 

时间：第三周至第四周末。 

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 

（第三周至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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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处理 

1．只有通过送审资格审查的学生方可参加后续的学位论文送审工

作（含盲审和非盲审）。若未通过送审资格审查自行送审的，研

究生院将不予答辩审批，送审成绩无效。 

2．未按时间提交材料的，不得送审学位论文。 

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审查内容 

1．学习年限 

2．学习课程 

3．学籍异动 

4．开题报告 

5．欠缴学费 

6．发表学术论文 

7．预答辩 

发表学术论文认定 

各类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认定，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1．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境外博士研究生参照《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第四章第十四条执行。 

2．硕士研究生参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

理规定》第四章第三十五条执行。 

3．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及高校教师参照《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第三章第十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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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提交（第五周末截止） 

盲审论文统一提交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研究生

院盲审采用网上评议形式，为了便于上传和提取信息，

各培养单位把所有提交学生学位论文汇总成“**学院学

位论文.rar”格式，其中单篇学位论文电子版务必为 PDF

格式，且按照“10385_专业代码_学号_LW”格式命名（专

业 代 码 为 二 级 学 科 代 码 ） ， 如

“10385_081202_1106103_LW.pdf”。 

2．非盲审论文由各培养单位组织送审。 

注 1：只有通过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的学生，才能参

加论文送审（包含非盲审）。 

注 2：盲审论文应去掉作者姓名、导师姓名、致谢、个

人简历等部分。 

导师批准送审的意见 

经导师审阅同意送审的学位论文，附上导师签署的《研

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导师同意书》1 份，夹入研究生上交

送审的纸质版学位论文的封面页后。 

学位论文封面发放（第五周） 

研究生院提供统一的学位论文封面：硕士 5份、博士 10

份（供盲审及归档使用）。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统一领

取后下发给已通过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的学生。 

学位论文送审（第五周开始） 

学位论文重新送审（第十二周末开始） 

学位论文重新送审或延期答辩的依据： 

1．华侨大学各类博士、硕士学位（包括各类专业硕士学位）参照《华侨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执行。 

2．重新送审的学位论文必须经导师同意，并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

导师同意书》1份。 

3．延期答辩的学位论文必须经导师、培养单位审核同意，报送《学位论

文评阅、答辩延期申请表》1份至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备案。 

学位论文送审 

（第五周至第十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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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查 
答辩委员会组成的审查，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华侨大学各类博士、硕士学位（包括各类专业硕士学位）参照《华侨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执行。 
 

通讯评议结果审查 
1．若为盲审论文，提交学位论文评阅书复印件；若为非盲审论文，提交
学位论文评阅书原件（含港澳台侨、留学生）。 
2．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结果审查参照相关条例执行。 

提交材料清单 
1．学位申请审批书； 
2．学位论文评阅书（评阅意见为“修改后答辩”的，修改
后的论文须由导师审核通过，并在评阅书评阅意见旁空白
处注明“已审核，同意答辩”字样及导师签名）； 
注：博士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不在此环节，审核推
后至答辩后上学位委员会之前审核。提交材料由培养
单位统一向研究生院提交。学生回避评阅和答辩等各
环节。 

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第十四周至第十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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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1．博士、硕士学位申请审批书 2份； 

2．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网上登记（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学位管理->研究生成果管理）； 

3．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用 A4复印（封面、目录、内容、封底）装订 1份，加盖培养单

位公章； 

4．论文评阅书（非盲审提供原件，盲审提供复印件）； 

5． 培养单位学位论文存档电子版汇总 1份（必须为 word版本，并与存档纸质版一致）； 

6．博士学位论文纸质版 3份（授权页签字）；硕士学位论文纸质版 1份（授权页签字）； 

7．《学位信息基本数据表》1 份（完整填报并打印后，由学生本人亲笔签字确认，加

盖培养单位公章）； 

8．《学信档案》1 份（登录学信网打印学籍信息和毕业照片信息，并由学生本人亲笔

签字确认，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9．申报参评校优秀学位论文的学生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的

有关规定提交材料； 

10．同等学力人员按照《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包含申请表、两位专家

推荐表、英语统考证书复印件、综合科统考证书复印件、前置学位证书复印件、所

有上课试卷、已发表 CN刊号文章、开题报告、学位申请审批书、论文评阅书、学

位论文、申请学位答辩费发票复印件等）。 

注：每个学生应将学位申请材料装入一个档案袋内（档案袋封面粘贴内附材料清单）。 

答辩决议及答辩成绩审查 

1．通过答辩：获得 2/3 及以上委员同意毕业的表决，方可认定答辩委员

会同意毕业；获得 2/3及以上委员同意授予学位的表决，方可认定答辩

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 

2．答辩未通过的，视为本轮学位申请无效。延期半年或一年，重新修改

学位论文，重新送审。 

通过 

培养单位审核并汇总 

1．学位申请材料由各培养单位统一汇总，并提交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

科室。 

2．各培养单位提交《**学院申请学位人员情况汇总表》电子版及纸质版

（加盖培养单位公章），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审核。 

学位授予资格审查 

（第十五周至第十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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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统一报送学位论文电子版 

1．经导师审阅同意电子检测的学位论文，由导师发送其电子版至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

处，并附上导师签署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电子检测导师同意书》1份。 

2．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将学位论文存档电子版汇总压缩成“**学院学位论文存

档.rar”格式，提交至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研究生院不接收研究生及导师

个人报送的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电子版相关要求 

为了便于软件系统提取作者姓名和其他信息，提交的电子版务必按照“学号-作者-

篇名-专业-导师”格式命名，如“0305133-李三-信息系统-计算机专业-张三.doc”。 

 

注 1：学位论文电子检测版的处理由研究生秘书本人完成，确保提供检测的论文与存档

论文一致。 

注 2：学位论文电子版必须在答辩通过后一周内，学位分委员会召开前一周提交至研究

生院。 

20%≤文字重复率＜50% 

 

答辩无效，修改论文，

重新送审和答辩，延期

半年毕业。 

学生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 

学生将根据答辩委员会修改意见进行修改、经导师审阅定稿后的学位论文

电子版发送给导师。学位论文电子版必须为 word 版本，包含封面，学位

论文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声明，中、英文摘要，目录，正文，参考

文献，致谢，附录，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等。 

注：学位论文电子版必须与存档纸质版完全一致。 

电子检测 

（第十五周至第十六周） 
 

文字重复率≥50% 

答辩无效，修改论文，重新

送审和答辩，延期一年毕

业。提出警告，取消已获得

的优秀学术论文奖励和申

请优秀学位论文的资格。 

文字重复率<20% 

 

通过电子检测。 

登录“离校服务系

统”办理离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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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证书即时电子注册 

根据教育部规定，进行毕业生学

历证书即时电子注册。 

 

注：若学生未及时在学信网上核

对学籍注册信息及毕业照片，导

致学历无法注册的，后果由学生

本人负责。 

学位授予信息上报 

根据学生在校期间数据及其在研究

生管理信息系统上登记的《学位信

息基本数据表》，审核并上报省学位

办和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注：若学生未及时、完整填报个人

信息提交审核，导致无法报送学位

授予信息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 

1．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

议，向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统一发放证书。 

2．学生办理完整的离校手续后，到各培养单位领取证书。 

注：对离校手续未办理完毕的学生，各培养单位应暂缓发

放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材料进行

审议、表决，对有异议或有争议的学位申请进行审议，

并审定授予学位的人员名单。 

学位材料归档 

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相关科室将学位材料审核、整理、盖章、

密封后，根据不同学生类别分别移交校档案馆、学生处或

委培单位。 

学位论文上报 

根据要求，将本轮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论文交存国家图书馆等。 

学位分委员会审议 

学位分委员会对上报的申请学位人员的材料进行审议、

表决，对有异议或有争议的学位申请进行审议，并将审

议通过的申请学位人员名单报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位授予与档案工作 

（第十七周至第二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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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华大综〔2014〕6号  2014年1月14日印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我校授予的学位分学士、硕士、博

士三级。本工作细则适用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我校有权授予学位的学科、

专业和学位类型。 

第二条  凡我校境内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

学力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愿意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申请学位所要求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水平者，均可申

请相应的学位。 

第三条  凡我校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侨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以下分

别称为“境外本科生”、“境外研究生”），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申请学位所

要求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水平者，均可申请相应的学位。 

 

第二章  学士学位 

第四条  本科毕业生凡具备下列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内地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较好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较宽的知识

面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学习期间总平均学分绩点境内全日制本科生应不低于 2.5，

境外本科生不低于 2.3，继续教育本科生不低于 2.3或在本科毕业后两年内通过继

续教育学院组织的三门学位课程抽考。 

第五条  我校本科毕业生凡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并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议通过者，授予学士学位，颁发学位证书。对于本科毕业生中未达授予学士

学位条件者，可准予毕业或结业，但不授予学士学位。 

第六条  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受留校察看未解除者及受留校察看以上处分者。 

2．学习期间总平均学分绩点境内全日制本科生低于 2.5者，境外本科生低于

2.3，继续教育本科生低于 2.3或在本科毕业后两年内未通过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的

三门学位课程抽考者。 

第七条  各学院根据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毕业生进行逐个审核，并将审核

结果编造成册，按规定日期报相应学位分委员会审议，并报教务处审核；经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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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委员会审议、教务处核实后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席核准签字，办理学士学位证书。继续教育本科生由继续教育学院审核，报

相应学位分委员会审议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第八条  凡已授予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如发现有违反本实施细则有关规

定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审确认，应予撤销已授予的学士学位，并登报公布。 

 

第三章  硕士学位 

第九条  硕士学位申请 

凡符合本细则第二条或第三条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学习

年限内或因特殊原因延长的学习年限内，取得学籍，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修满

应修学分，完成其它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和重复率

电子检测，可取得毕业证书。达到我校授予学位相关规定要求者，可申请授予

硕士学位。 

各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可以根据学位点建设质量要求对研究生申请学

位提出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上的要求，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提前申请硕士学位者，还应依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第九章

“提前毕业或提前答辩”的有关规定办理。 

学位申请每学期 1次。每学期的学位论文资格审查从第三周（依照校历规定）

开始。只有通过送审资格审查的学生才可以参加后续的论文送审、答辩工作，若

未通过审查的，后续申请无效。 

第十条  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一）申请资格 

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应具备如下条件： 

1.申请人必须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 3年以上（含 3年）。 

2.申请人必须在申请学位的专业或相近专业做出成绩，并在公开发行的全国

性正式学术期刊（具有 CN号）上（不包含专刊和增刊）至少发表 1篇与申请学位

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过 1 部以上专著，或取得 1 项以上地（厅）级科研

成果。以上成果均为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二）报名手续 

申请硕士学位的报名时间为每年的 9月 10日至 9月 20日，申请人必须填写

《华侨大学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学位报名登记表》，并提交以下材料

（办理报名手续时验收原件，留下复印件）： 

1．学士学位证书； 

2．最后学历证书； 

3．已发表或出版的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他成果（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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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代表作 1-2项）。 

4．《华侨大学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学位报名登记表》（加盖公章

并密封）。 

5.两位申请专业领域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的推荐意见。 

研究生院在收到报名材料后的两个月内，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具有申

请资格者，进行同等学力水平的认定。 

（三）同等学力水平的认定 

1.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应按规定参加我校相应学科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学习与考试，成绩合格。课程考试严格按相同学科的在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要求和评卷标准进行。 

2.申请人应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以及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国务院学位办规定的有关学科），取得合格证书方为有

效。 

3.申请人经过 2-4 年的学习，通过相应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

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成绩合格，取得规定的学分后，向我校研究生

院提出书面申请，进入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申请时必须提交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单、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书、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国务院学位办规定的有关学科）合格证书。经有关

培养单位审议，并为申请人确定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后，报研究生院备案，申请人

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申请人应在接到研究生院批复同意后，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并参照我校学术

学位学位研究生相关要求进行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论文送审资格审查、

论文送审和答辩等环节。 

申请人 4年内未通过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者，本次申请无效。 

第十一条  硕士学位论文要求 

学术学位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

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体现硕士研究生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应能反映

出硕士研究生已经掌握了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具有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论文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创造性和

新颖性，在文字表达方式上也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应体现硕士研究生已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具有应

用知识独立解决本专业领域内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二条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要求均应严格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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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撰写格式》的规定执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形式、内容参照全

国工程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试

行）》。其他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和撰写格式，由各专业学位中心（或

学院）参考本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意见自行制定，报研究生院审核

备案，否则和学术学位学位论文要求相同。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可

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同时需提供用中文撰写的摘要。 

第十三条  硕士学位审议与授予 

1．申请人在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后，按答辩委员会修改意见对学位论文

进行修改，提交导师审阅定稿。导师须审定报送电子检测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将

其发送至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处，并填写报送学位论文电子版的同意书。 

2.申请人向所在培养单位提交申请学位的有关材料。培养单位对申请人是否

符合硕士学位申请条件进行初审，并将经导师审阅定稿后的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版、

纸质版等相关材料一同报送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硕士学位申请条件进行审核，并对申请人报送

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重复率电子检测。重复率≥20%的学位论文，答辩无效，其中，

20%≤重复率﹤50%的学位论文，延期半年毕业，重新申请学位；重复率≥50%的学

位论文，延期 1 年毕业，重新申请学位。研究生院将通过重复率电子检测且符合

硕士学位申请条件的申请者材料报送相关学位分委员会审议。 

4．学位分委员会召集全体会议，各培养单位对本单位申请学位的硕士研究生

情况进行汇报。学位分委员会对每位申请硕士学位者的材料进行审议，表决是否

同意授予硕士学位，并将审议通过的申请者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 

5．学校学位委员会召集全体会议，各学位分委员会对相关学科申请学位的硕

士研究生情况进行汇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硕士学位申

请者名单进行审议，表决是否按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硕士学位申请者名单授予硕

士学位，并作出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的决定。 

6.未通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学位分委员会审议的申请者，应推迟半年重

新申请学位。 

7.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的决定即视为学位申请人获

得硕士学位。 

8.符合硕士学位申请要求的硕士学位论文，由学校统一提交学校图书馆和国

家有关的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予以保存。学校享有对该类硕士学位论文的处置权。 

 

第四章  博士学位 

第十四条  博士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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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本细则第二条或第三条规定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学

习年限内或因特殊原因延长的学习年限内，取得学籍，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修满

应修学分，完成其它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和重复率电

子检测，可取得毕业证书。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可以申请授予博士学位。 

1．在本学科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在学科或专门技术领域中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学位论文在理论或实践上对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意义； 

4．能熟练地运用第一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听

说能力； 

5．在学期间，发表满足如下要求的学术论文： 

（1）质量和数量要求：在一类 A 发表学术论文 1 篇（正式见刊，下同）；或

在一类 B发表学术论文 2篇；或在三类 A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篇，

且至少 1篇发表在一类 B及以上学术期刊。 

（2）对作者排名的要求：以博士研究生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

文至少有 1 篇，其余的学术论文，可以以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

表，但以后者形式发表在三类 A 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每 2 篇只能等同于 1 篇研

究生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在二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的

学术论文 1篇可抵 1篇。 

（3）期刊分类依照 2013 年 6 月 8 日《华侨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录》的分类

标准。发表的学术论文均须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4）境外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如下：以独立作者或以第一作者公

开在正式学术刊物或国际学术会议上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本学科学术

论文 2篇。 

（5）各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可以根据学位点建设质量要求对本条款规

定的学术论文提出更高水平的要求，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每学期的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从第三周（依照校历规定）开始。 

第十五条  博士学位论文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

的总结，论文应体现出博士生在所属学科领域做出的创造性学术成果，应能反映

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备了独立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 

（一）具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创造性和新颖性，

在文字表达方式上也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博士学位论文应符合《华侨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及撰写格式》。 

（二）博士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 5万字。中文摘要字数在 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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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可用

英文撰写学位论文，同时需提供用中文撰写的摘要。 

第十六条  博士学位审议与授予 

1．申请人在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后，按答辩委员会修改意见对学位论文

进行修改，提交导师审阅定稿。导师须审定报送电子检测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将

其发送至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处，并填写报送学位论文电子版的同意书。 

2.申请人向所在培养单位提交申请学位的有关材料。培养单位对申请人是否

符合博士学位申请条件进行初审，并将经导师审阅定稿后的博士学位论文电子版、

纸质版等相关材料一同报送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博士学位申请条件进行审核，并对申请人报送

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重复率电子检测。对申请人报送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重复率

电子检测。重复率≥20%的学位论文，答辩无效，其中，20%≤重复率﹤50%的学位

论文，延期半年毕业，重新申请学位；重复率≥50%的学位论文，延期 1年毕业，

重新申请学位。研究生院将通过重复率电子检测且符合博士学位申请条件的申请

者材料报送相关学位分委员会审议。 

4．学位分委员会召集全体会议，各培养单位对本单位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

情况进行汇报。学位分委员会对每位申请博士学位者的材料进行审议，表决是否

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并将审议通过的申请者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 

5．学校学位委员会召集全体会议，各学位分委员会对相关学科申请学位的博

士研究生情况进行汇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博士学位申

请者名单进行审议，表决是否按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博士学位申请者名单授予博

士学位，并作出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的决定。 

6.未通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学位分委员会审议的申请者，应推迟半年重

新申请学位。 

7.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拟授予学位人员

的姓名及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等信息应由学校组织公示，公示满三个月没有异议

才能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8.符合博士学位申请要求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学校统一提交学校图书馆和国

家有关的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予以保存。学校享有对该类博士学位论文的处置权。 

 

第五章  名誉博士学位  

第十七条  对于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提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授予华侨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应举行授予仪式，由校长颁发《名誉博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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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博士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校长签名，学校盖章。 

 

第六章  其  它 

第十八条  硕士、博士研究生因论文送审、答辩、重复率电子检测、学位授

予审议等环节没有通过的，只能有一次重新申请学位的机会。硕士研究生必须在

没有通过的一年内修改论文，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没有通过的两年内修改论文，导

师审阅同意后重新申请学位，并由学校组织全部盲审，逾期不再接受学位申请。 

第十九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的组成及职责详见《华侨大学学

位委员会章程》。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以及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工作流程

详见附件。 

第二十条  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中出现的争议参照《华侨大学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中有关学术争议的申诉和审理办法》及《华侨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暂行办

法(修订)》进行审理。当事人应在事件出现起的一周内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诉。因

学术水平原因导致论文送审、答辩、重复率电子检测、学位授予审议等环节没有

通过的，不接受申诉。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过程监控以及评阅答辩要求详见《华侨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同等学力人员以及在职攻读专业学位硕士人员获得硕士学位，

只表明本人的学术水平已达到所获得学位的水平，但不涉及学历。学校不出具任

何有关学历的证明。 

第二十三条  对已授予学位者的异议，和有关学位申请过程中学术舞弊行为

的举报，我校将认真复核。对确未达到所授学位水平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

准，取消所授予的学位，并收回学位证书。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除第十四条及有关重复率电子检测的要求适用于 2013级

外，其它条款均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学士学位部分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涉及继续教育部分由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部分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 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                            

      分委员会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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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流程 

工作任务 培养单位（包括学院或研究院）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分委员会 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

位

点

的

申

报

与

设

置 

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

点 申 报

（包括跨

培养单位

的申报） 

调研、制定新增一级学科硕士或

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方案，报

送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论证、

分委员会审核、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定。 

负责相应的申报工作，包括撰写

申报材料，组织对申报材料征求

意见，报送申报材料至研究生培

养指导委员会把关、分委员会审

核。 

论证新增一级学科硕士或博

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方案（包

括学位授权点申报的必要性、

可行性、已具备的基础和条

件、价值和意义，培养单位的

学科内涵对一级学科的相符

性）。 

对新增一级学科硕士或博士

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材料进行

把关。 

△审核新增一级学

科硕士或博士学位

授权点的申报方案。 

△审核新增一级学

科硕士或博士学位

授权点的申报材料。 

*审定一级学科硕

士或博士学位授权

点的申报方案。 

*审查、通过向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福

建省学位委员会申

报的新增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 

自主设置二

级学科（包

括跨培养单

位的自主设

置，跨学科

的自主设

置） 

调研、制定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

方案，报送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

会论证、分委员会审核、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定。 

负责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工作，

包括撰写二级学科自主设置的论

证方案，组织专家评议。报送分

委员会审核论证方案、专家评议

意见。 

论证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方

案（包括二级学科自主设置的

必要性、可行性、已具备的基

础和条件、价值和意义，培养

单位的学科内涵对二级学科

的相符性）。 

△审核自主设置二

级学科方案。 

△审阅二级学科自

主设置的论证方案、

专家评议意见。 

*
审定分委会提交

的二级学科自主设

置方案。 

审议自主设置的二

级学科学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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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培养单位（包括学院或研究院）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分委员会 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

位

点

建

设 

招收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

科方向设立 

负责调研、设立招收和培养研究

生的学科方向。 

负责论证和确定招收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方向。 

△
对跨培养单位设立

的学科方向进行复

审。 

 

研究生导

师的遴选

与 招 生

（包括跨

培养单位

的研究生

导师） 

接受报名和推荐硕士生导师、博

士生导师的任职及招生候选人，

并报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初

审、学位分委员会复审硕士生导

师、博士生导师的任职资格；报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议硕士

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资格，

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 

对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申

报者的任职资格、招生资格进

行审议。 

对博士生导师、硕士

生导师的任职资格

进行复审，向学位评

定委员会报送复审

意见。 

审议分委员会审议

通过的博士生导

师、硕士生导师任

职资格。 

学

位

授

予 

学位论文

送审与答

辩 

负责学位论文送审资格、答辩资

格的初审。 

推荐、审核学位论文的答辩委

员会成员。 
 

**
审查学位论文的答辩

委员会成员名单。 
**
审查学位论文的送审

资格和答辩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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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培养单位（包括学院或研究院）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分委员会 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议授予

学位 

各培养单位负责本单位学士学

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资

格的初审工作，审查学位申请人

员的思想品德和学术水平，向学

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授予学士学

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人员

名单。 

 

审核符合学士学位

授予条件的学生名

单； 

对每位硕士、博士学

位申请者审议是否

同意授予学位。 

审查、通过同意授予学

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审

查、通过同意授予硕士

学位的申请者名单；对

每位博士学位申请者

审议是否同意授予学

位。 

做出撤销错授或违反

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

定。 

   

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

位的提名，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批准，作出授

予名誉博士学位的决

定。 

学位点评估 

配合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做好

本单位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评

估工作。 

负责本单位一级学科学位授

权点的评估工作。 
 

**
组织学位授予工作的

质量检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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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培养单位（包括学院或研究院）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分委员会 学位评定委员会 

其

它

工

作 

优秀学术

论文、优秀

学位论文

评审 

组织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优秀

学位论文的推荐工作，并报送到

学位评定委员会。 

  

**
审定优秀学术论文、学

校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

名单。 
**
负责推荐福建省、全国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参评

论文。 

对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工

作中有关学

术争议的申

诉的审理 

接受本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

作中有关学术争议的申诉，报研

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进行初审。 

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中

有关学术争议的申诉进行初

审。 

对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工作中有关学术

争议的申诉进行复

审。 

对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工作中有关学术

争议的申诉进行审

定。
 

注：①前方标注“
*
”的职责，在委员会闭会期间授权主席或副主席履行。前方标注“

**
”的职责，由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

研究生院履行。 

②前方标注“
△
”的职责，在分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分委员会主席授权相关分委员会委员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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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及撰写格式 

为使我校的学位论文符合国家关于学位论文书写的规范要求，并形成我校的

统一格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

的编写格式》（GB/T 7713—1987）、《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1.1—2000----

审批版)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我校学术型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亦参照本文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

选题、形式、内容参照全国工程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试行）》，撰写要求及格式参照本文件。其他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的基本要求和撰写格式，可以由各专业学位中心（或学院）自行制定，报研

究生院审核备案，否则按照本文件执行。 

第 1章  学位论文的总体要求 

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的总结，是衡量申请者是否达

到学位水平的重要依据。同时，学位论文也是反映高层次学历教育水平的学术作

品，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将作为学术资料长期保存，供同行学者、后续研究

者查阅和参考。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学术作品，其书写首先应该符合学术作品的公共规范，同

时为了方便对其的评审、保存和查阅，学位论文的书写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格式要

求。因此，对学位论文的规范和要求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作品表述的公共规范，

二是我校对学位论文的书写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要求学位论文文字正确，语言

通顺，数据可靠，表述清晰，图、表、公式、单位等符合规范要求。 

1.1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7713—1987）

中指出：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

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根据《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学术学位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

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体现硕士研究生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应能反映

出硕士研究生已经掌握了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具有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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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应体现硕士研究生已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具有应

用知识独立解决本专业领域内实际问题的能力。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导师指

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体现出博士生在所属

学科领域做出的创造性学术成果，应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备了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 

具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创造性和新颖性，在文字

表达方式上也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1.2  学位论文的语言及表述 

除留学生外，学位论文要求用汉语书写。学位论文应当用规范汉字进行撰写，

除古汉语研究中涉及的古文字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外文文献之外，均采用简体汉

字撰写。所用汉字须符合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

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专用名词、术语可采用国际通用的代号，量及其

单位所使用的符号应符合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GB3100—1993）、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GB3101—1993）的规定。图、表中的图题、

坐标轴、图例、表头等描述性的词组或语句须使用汉语，专用名词术语、物理量

及其单位可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符号。 

留学生可以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但须采用中文封面，且应有不少于 3000字

的详细中文摘要。 

学位论文是学术作品，因此其表述要严谨简明，重点突出，专业常识应简写

或不写，做到层次分明、数据可靠、图标规范、文字凝练、说明透彻、推理严谨、

立论正确，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语言。 

论文中如出现一个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或新概念，需随即解释清楚。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3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5万字。 

1.3  量和单位 

要严格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3 年 12 月 27 日批准的、1994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 GB3100～3102：93 有关量和单位的规定。 

单位名称的书写，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符号，也可以用中文名称，但全文

应统一，不得两种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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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学位论文的组成及装订顺序 

学位论文应包含如下部分，其装订顺序如下： 

1．封面 

硕士学位论文只需一个封面，封面主要用中文撰写，标题应有中文标题和英

文标题。 

博士学位论文除了中文封面（用中文撰写，只需中文标题），还需要英文封

面。中文封面、英文封面按此顺序装订。 

2．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声明，按此顺序安排在同一页

面上。 

3．摘要 

包括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Abstract），并按此顺序装订。 

4．目录  

5．主要符号对照表 

不需要的可不列此部分。 

6．正文 

包括第 1章（或引言）、第 2章、……、结论，并按此顺序装订。 

7．参考文献 

8．致谢 

9．附录 

不需要的可不列此部分。 

10．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以上 1-10项各自独立成为一部分，每部分从新纸页的正面开始。“封面”、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声明”两部分采用单面印刷；其余各部分

均采用双面印刷。正文中各章从新的页面开始，英文摘要从新的页面开始。 

1.5  页面设置、页眉与页码 

1.5.1  页面设置 

论文封面的页面设置将在 2.1中进行介绍。 

其余部分，均采用 A4幅面白色 70克以上 80克以下（彩色插图页除外）纸张；

页面设置的数据为：页边距：上—3.8 厘米，下—3.8 厘米，左—3.2 厘米，右—

3.2厘米，装订线 0厘米；页码范围：普通；页眉距边界：2.8厘米，页脚距边界：

2.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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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页码 

“封面”、“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的声明”两部分不加页码； 

从“中文摘要”开始至“目录”（或“主要符号对照表”）结束，页码用罗

马数字“Ⅰ、Ⅱ、Ⅲ……”表示； 

从“第 1章”（或“引言”）开始至论文结束，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2、3……”

表示。 

页码置于页面下部居中，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字体，数字两侧不

要加“－”等修饰线。 

1.5.3  页眉 

页眉从中文摘要开始。 

偶数页面的页眉内容为“华侨大学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奇数页面的

页眉内容为一级标题名称（例如，摘要部分的页眉是“摘要”，Abstract 部分的

页眉是“Abstract”、目录部分的页眉是“目录”，各章的页眉是该章的标题，

参考文献部分的页眉是“参考文献”，致谢部分的页眉是“致谢”，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部分的页眉是“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

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等等）。 

各部分首页也要有页眉。 

页眉采用宋体五号字居中书写（Abstract部分用 Times New Roman体五号字）。

页眉下横线为单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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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学位论文各部分的基本要求和撰写格式 

2.1  学位论文的封面 

2.1.1  封面的内容 

硕士学位论文封面内容包含学校代码、研究生学号、分类号、密级、论文题

目、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可以加上合作导师或副导师）、学科名称、研究方向、

所在学院、论文提交日期。论文题目分别用中文、英文撰写，其余内容均用中文

撰写。 

博士学位论文封面分为中文封面和英文封面。中文封面内容与硕士学位论文

封面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不需要英文题目。英文封面内容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

名、学科、指导教师、所在学院、论文提交日期。 

2.1.2  封面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正式提交归档的学位论文要求采用研究生处统一印制的学位论文封面。作者

可以直接从研究生处网页上下载电子版的学位论文封面样板，填写相关内容即可。 

硕士学位论文封面上各部分内容的基本要求和撰写格式，见表 2.1。 

表 2.1  硕士学位论文封面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要求 撰写格式 

学校代码 华侨大学代码：10385 

10.5pt ， Time 

new Roma 
研究生学号 填写学校统一编制的学号 

分类号 按中国图书分类法，研究生本人可不填此项 

密级 

仅限于涉密学位论文（论文课题来源于国防

军工等领域的项目）填写，密级应根据涉密

学位论文确定，分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

并注明保密期限。非涉密学位论文不得填写

密级。 

字体：楷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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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  硕士学位论文封面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要求 撰写格式 

论文中文题目 

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

内容，切忌笼统。由于他人需要通过论文题目

中的关键词来检索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

重要的，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

述。例如：“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梅乐、卡彭

特、沃尔夫的新闻观”就比“三个美国作家的

新闻观研究”更专业更精确。 

严格控制在 25个汉字（符）以内。 

字体：三号宋体加粗。 

论文英文题目 
与论文中文题目相对应，简短准确。 

一般不应超过 150个字母。 

16pt，Time New Roman，

Bold 

作者姓名 
提交盲审论文时，申请人姓名不填写，归档论

文务必填写。 

字体：四号宋字加粗 

指导教师 

提交盲审论文时，导师姓名不填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填写导师姓名，后衬导师职称“教

授”、“研究员”等。一般情况下，只写一名

指导教师。若还有合作导师（须经正式批准、

在研究生处备案），可在“指导教师”一行下

增加“合作导师”一行（限 1-2名）。 

学科名称 填写一级学科名称 

研究方向  

所在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  

字体：四号宋体加粗，

用汉字，不用阿拉伯数

字。 

封面页面设置  

页边距：上—3.2厘米，

下—2.6厘米，左—2.4

厘米，右—2.2厘米，

装订线 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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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中文封面上各部分内容的基本要求和撰写格式，与硕士学位论

文封面相同。英文封面页面设置与中文封面相同，各部分内容的撰写格式见表 2.2。 

表 2.2  博士学位论文英文封面的撰写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格式 

Dissertation title 16pt Time New Roman, Bold 

Author 

14pt Time New Roman, Bold Specialty 

Supervisor 

School 14pt， Time New Roman 

2.2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声明 

本部分内容，作者可以直接从研究生处网页上下载电子版，相应地复制到自

己的论文中。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须作者本人签署姓名，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

声明需要作者和导师签署姓名。 

独创性声明是作者关于论文内容未侵占他人著作权的声明。作者须依据

声明内容，全面审视自己的论文，检查是否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是否都进行了明确的标注，慎重签名。 

2.3  中、英文摘要 

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学

位论文，因此摘要应简要说明论文所研究的问题、研究目的、基本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研究结论（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及其理论与实际意义。 

通过阅读论文摘要，读者应该能够对论文的研究一目了然，因此摘要的写法

应力求精确简明。论文摘要切忌写成全文的提纲，尤其要避免“第 1章……；第 2

章……；……”这样的或类似的陈述方式。 

论文的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

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关键词应体现论文特色，具有语义性，在论文中有明确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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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英文摘要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要求 撰写格式 

中文摘要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控制在

500-800汉字（符），博士学位

论文摘要控制在 800-1000汉字

（符）。留学生用英文撰写学

位论文时，中文摘要应不少于

3000汉字（符）。 

论文摘要中不要出现图片、图

表、表格或其他插图材料。 

摘要最后另起一行，列出关键

词。关键词一般不超过 5 个，

每个关键词字数不超过 6 个。

关键词应尽量采用《汉语主题

词表》或各专业主题词表提供

的规范词。 

标题“摘要”采用黑体三号字，

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

24磅，段后空 18磅。 

摘要内容用小四号字书写，两

端对齐，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

汉字符，汉字用宋体，外文字

用 Times New Roman 体，标点

符号一律用中文输入状态下的

标点符号。 

每个关键词之间空 2 个汉字符

宽度，不用逗号或其他符号间

隔。 

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内

容相一致，要符合英语语法，

语句通顺。 

“Key Words”须与中文摘要的

关键词相对应。 

标题“Abstract”采用 Arial

体三号字加粗。 

摘要内容用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体字书写，两端对齐，段

落首行左缩进 2 个英文字符，

标点符号用英文标点符号。 

“Key Words”中每个关键词之

间空 4 个英文字符宽度，不用

逗号或其他符号间隔。 

2.4  目录 

目录是论文的提纲，是论文主体内容各章节序号、标题、页码按顺序的排列。 

目录（或主要符号对照表）之前的内容（包括目录本身）不列入目录内，目

录内容从第 1章（或引言）开始录入。 

目录列至二级节标题（例如 2.2.5）即可。 

标题“目录”采用黑体三号字，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24磅，段后空18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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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中的章标题行采用黑体小四号字，固定行距 20磅，段前空 6磅，段后 0

磅；其他内容采用宋体小四号字，行距为固定值 20磅，段前、段后均为 0磅。 

目录中的章标题行居左书写，一级节标题行左缩进 1 个汉字符，二级节标题

行左缩进 2个汉字符。  

2.5  主要符号对照表 

如果论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物理量符号、标志、缩略词、专门计量单位、自定

义名词和术语等，应编写成注释说明汇集表。假如上述符号和缩略词使用数量不

多，可以不设专门的汇集表，而在论文中出现时随即加以说明。具体格式参见附

件 6：“主要符号对照表”样式。 

标题“主要符号对照表”采用黑体三号字，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 24

磅，段后空 18磅。对照表内容，采用两端对齐，21磅行距，段前和断后都空 0磅，

中文采用小四宋体，英文字母和数字采用 12pt Times New Roman。 

2.6  正文 

此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包括：第 1 章（引言），第 2 章，……，结论。

其书写层次要清楚。 

2.6.1  标题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正文章、节按序分层，层次以少为宜，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节的层次最

多不超过三级。各层次章、节标题撰写格式如下表。 

表 2.4  标题的撰写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格式 

各章标题 

章序号采用“第…章”的形式，其中间为章的序号，采用阿拉伯数

字，例如“第 1章”。 

章序号与章名之间空一个汉字符。采用黑体三号字，居中书写，单

倍行距，段前空 24 磅，段后空 18 磅。论文的“摘要，目录，主要

符号对照表，参考文献，致谢，附录，个人简历、在学期间的研究

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等部分的标题也使用上述格式；论文

“Abstract”部分的标题“Abstract”采用 Arial 体三号字加粗。

例如： 

91



 

续表 2.4  标题的撰写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格式 

 第 1章  引言 

一级节标题 

一级节序号采用“数字.数字”形式，其中第一个数字为该节所在章

的序号，第二个数字为节的序号；章序号与节序号都采用阿拉伯数

字，中间用小数点分隔。例如“2.1”。 

节标题序号与标题名之间空一个汉字符（下同）。采用黑体四号

（14pt）字居左书写，行距为固定值 20磅，段前空 24磅，段后空 6

磅。例如： 

2.1  实验装置与实验方法 

二级节标题 

二级节序号采用“数字.数字.数字”形式，其中第一个数字为该节

所在章的序号，第二个数字为该节所在一级节的序号，第三个数字

为二级节序号；章序号、一级节序号、二级节序号都采用阿拉伯数

字，中间用小数点分隔。例如“2.1.1” 

采用黑体小四号（12pt）字居左书写，行距为固定值 20磅，段前空

12磅，段后空 6磅。例如： 

2.1.1  实验装置 

三级节标题 

三级节序号采用“数字.数字.数字.数字”形式，其中第一个数字为

该节所在章的序号，第二个数字为该节所在一级节的序号，第三个

数字为该节所在二级节的序号，第四个数字为三级节序号；章序号、

一级节序号、二级节序号、三级节序号都采用阿拉伯数字，中间用

小数点分隔。例如“2.1.2.1” 

采用黑体小四号（12pt）字居左书写，行距为固定值 20磅，段前空

12磅，段后空 6磅。例如： 

2.1.2.1  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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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引言的撰写要求 

一篇学位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

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 

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时切记要有“问题意

识”，不要选不是问题的问题来研究。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

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 

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

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 

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2.6.3  “第 2章，第 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撰写要求 

本部分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

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 

各章之间要存在有机联系，符合逻辑顺序。 

2.6.4  结论的撰写要求 

结论是论文最终的、总体的总结，包括论文的创造性工作、核心观点及

主要研究成果、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对未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正文

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完整、明确、精炼、有

条理。 

结论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在评价

自己的工作时，要实事求是，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己的研究是“首次”

的，“领先”的，“填补空白”的，否则应避免使用这些或类似词语。 

2.6.5  论文段落文字部分的撰写格式 

采用小四号（12pt）字，汉字用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体，两

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汉字符。行距为固定值 20 磅（段落中有

数学表达式时，可根据表达需要设置该段的行距），段前空 0 磅，段后空 0

磅。 

2.6.6  图、表、表达式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图、表和表达式按章编号，用两位阿拉伯数字分别编号，前一位数字为

章的序号，后一数字为本章内图、表或表达式的顺序号。两数字间用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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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例如“图 2.1”，“表 5.6”，“式（1.2）”等等。 

若图或表中有附注，采用英文小写字母顺序编号，附注写在图或表的下

方。 

表 2.5  图、表、表达式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要求 撰写格式 

图 

图包括曲线图、构造

图、示意图、框图、

流程图、记录图、地

图、照片等。 

图要精选，要具有“自

明性”，切忌与表及

文字表述重复。 

图应鲜明清晰，但坐

标比例不要过分放

大，同一图上不同曲

线的点要分别用不同

形状的标识符标出。 

图中的术语、符号、

单位等应与正文表述

中所用一致。 

图序与图名，例如： 

图 2.1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1960-2000） 

图 2.1是图序，是“第 2章第 1个图”的序号，

其余类推。图序与图名置于图的下方，采用宋体

11pt字居中书写，段前空 6磅，段后空 12磅，

行距为单倍行距，图序与图名文字之间空一个汉

字符宽度。 

图中标注的文字采用 9～10.5pt，以能够清晰阅

读为标准。专用名字代号、单位可采用外文表示，

坐标轴题名、词组、描述性的词语均须采用中文。 

如果一个图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图组成时，各分

图分别以(a)、(b)、(c)……作为图序，并须有

分图名。 

表 

表应具有“自明性”，

表中参数应标明量和

单位的符号。为使表

格简洁易读，建议采

用三线表（必要时可

加辅助线），即表的

上、下边线为单直线，

线粗为 1.5磅；第三

条线为单直线，线粗

为 1磅。 

表单元格中的文字一般应居中书写（上下居中，

左右居中），不宜左右居中书写的，可采取两端

对齐的方式书写。表单元格中的文字采用 11pt

宋体字，单倍行距，段前空 3磅，段后空 3磅。 

表序与表名，例如： 

表 3.1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北京） 

表 3.1是表序，是“第 3章第 1个表”的序号，

其余类推。表序与表名置于表的上方，采用宋体

11pt字居中书写，段前空 12磅，段后空 6磅，

行距为单倍行距，表序与表名文字之间空一个汉

字符。 

94



 

续表 2.5  图、表、表达式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撰写内容 撰写要求 撰写格式 

  

当表格较大，不能在一页内打印时，可以“续

表”的形式另页打印，格式同前，只需在表序

前加“续”字即可，例如“续表 3.1  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北京）”。 

若在表下注明资料来源，则此部分用宋体五号

字，单倍行距，段前空 6磅，段后空 12磅。

需要续表时，资料来源注明在续表之下。 

表达式 

表达式主要是指数字

表达式，例如数学表

达式，也包括文字表

达式。 

表达式应另起行书写，采用与正文相同的字

号，或居中书写或空两个汉字符书写（一旦采

用了其中一种，全文要保持一致）。较长的公

式需要转行时，应尽可能在“=”处回行，或

在“+”、“-”“×”“/”等记号处回行。 

表达式应有序号，序号用括号括起来置于表达

式右边行末，序号与表达式之间不加任何连

线。 

表达式行的行距为单倍行距，段前空 6磅，段

后空 6磅。当表达式不是独立成行书写时，有

表达式的段落的行距为单倍行距，段前空 3

磅，段后空 3磅。 

2.6.7  引文标注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论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遵照 GB/T 7714－2005，采用顺序编码制，

即文献依照引用的顺序编码；正文中引用文献，须在引用处标示引用文献的

序号，文献序号采用“上标”格式。例如： 

德国学者 N.克罗斯研究了瑞士巴塞尔市附近侏罗山中老第三纪断裂对

第三系摺皱的控制
[25]
；之后，他又描述了西里西亚第 3 条大型的近南北向构

造带，并提出地槽是在不均一的块体的基底上发展的思想
[26]
。 

2.6.8  脚注的撰写要求及格式 

正文中某个字、词或短语，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而又没有具体的文献

来源时，用注释。注释一般在社会科学中用得较多。应控制论文中的注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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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宜过多。 

在正文中需要注释的句子结尾处用①②③……样式的数字编排序号，以

“上标”字体标示在需要注释的句子末尾。在当页下部书写脚注内容。 

脚注内容采用宋体小五号字，按两端对齐格式书写，单倍行距，段前段

后均空 0 磅。脚注的序号按页编排，不同页的脚注序号不需要连续。详细规

定见本页脚注
①
。 

2.7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表是文中引用的有具体文字来源的文献集合，其著录项目和著

录格式遵照 GB/T 7714－2005 的规定执行。参考文献表应置于正文后，并另

起页。所有被引用文献均要列入参考文献表中，按编码顺序排列。 

标题“参考文献”的格式与每一章章标题的格式相同，采用黑体三号字，

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 24 磅，段后空 18 磅。。参考文献的正文部分

用五号字，汉字用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体，行距采用固定值 16

磅，段前空 3 磅，段后空 0 磅。 

每一条文献的内容要写在同一页。遇有被迫分页的情况，可通过“留白”

或微调本页行距的方式将同一条文献内容放在一页。 

几种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表的格式为： 

连续出版物: [序号] 作者.文题[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刊名，年，卷号（期号）：

起～止页码. 

专（译）著: [序号] 作者.书名（，译者）[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 

论  文  集: [序号] 作者.文题[文献类型标识代码].见（in）：编者，编（eds）.

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学 位 论 文：[序号] 姓名.文题[文献类型标识代码].授予单位所在地：授予单位，

授予年. 

专      利：[序号] 申请者.专利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国名，专利文献种类，

专利号，出版日期. 

技 术 标 准：[序号] 发布单位.技术标准代号.技术标准名称[文献类型标识代码].

                                                        
① 脚注序号“①，……，⑩”的字体是“正文”。不是“上标”，序号与脚注内容文字之间空半个汉字符，
脚注的段落格式为：单倍行距，段前空 0磅，断后空 0磅，悬挂缩进 1.5个中文字符；字号为小五号字，
汉字用宋体，外文用 Times New Roman体；中外文混排时，所有标点符号（例如逗号“，”、括号“（）”
等）一律使用中文输入状态下的标点符号，但小数点采用外文状态下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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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报 纸 文 章：[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报纸名.出版日

期（版次）. 

电 子 文 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电子文献的

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出版地.

出版年（版次）. 

 

举例如下： 

[1]  张昆，冯立群，余昌钰，等. 机器人柔性手腕的球面齿轮设计研究[J]. 清

华大学学报，1994，34（2）：1~7. 

[2]  竺可桢. 物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 56~60. 

[3]  Dupont B.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an unrelated MLC compatible donor[C]. In: White 

H J, Smith 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Houst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1974. 44~46. 

[4]  郑开青. 通讯系统模拟及软件[D]. 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7. 

[5]  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P]. 中国专利，881056073，1980-07-2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监督局. GB3100~3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量和单位[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4-11-01. 

[7]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8]  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Hppt://www.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 ，

1998-08-16/1998-10-04. 

2.8  致谢 

致谢对象限于对完成论文有较重要学术帮助的团体和人士，致谢内容限

200 字左右。 

学术论文的致谢用词应含蓄、笼统、简朴，切忌感情色彩浓厚和流于俗

套的溢美之辞。受谢的具体人名不宜列举太多。否则论文评阅人有理由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独立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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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致谢”采用黑体三号字，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 24 磅，

段后空 18 磅。致谢内容采用两端对齐，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汉字符，28 磅

行距，段前和段后都空 0 磅，中文采用四号仿宋字体，英文字母和数字采用

14Pt Time New Roman。 

2.9  附录 

附录是与论文主体内容密切相关、但编入正文又影响整篇论文编排的条

理和逻辑性的一些补充材料，可根据需要设置，并不是必须的。例如某些重

要的数据表格、计算程序、统计表等。 

附录的格式与正文相同，并依顺序用正体大写字母编号，即附录 A，附

录 B，……。只有一个附录时，也要编号，即附录 A。每个附录应有标题。

附录编号与附录标题之间空一个汉字符。例如：附录 A  北京市 2003 年度

工业经济统计数据。标题采用黑体三号字，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

24 磅，段后空 18 磅。 

附录中图、表、数学表达式的编号，应与正文编号区分开，即在阿拉伯

数码前冠以附录的编号，如图 A.1，表 B.2，式 C.3 等。 

2.10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标题“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采用黑体三号

字，居中书写，单倍行距，段前空 24 磅，段后空 18 磅。 

个人简历包括出生年月日、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学校、时间等；个人

简历的撰写格式与正文中段落文字部分的撰写格式相同。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列出： 

1．已经刊载的学术论文（本人是第一作者）。按照参考文献格式书写，

并在其后加括号，括号内注明该文检索类型，检索号，期刊的影响因子等。

如果该论文未被检索，在括号内注明期刊级别或属于何种检索源刊，例如中

文核心期刊、SCI 源刊、EI 源刊等。 

2．尚未刊载，但已经接到正式录用函的学术论文（本人为第一作者）。按

照参考文献格式书写。在每一篇文献后加括号注明已被××××期刊录用，并注

明期刊级别或属于何种检索源刊，例如中文核心期刊、SCI源刊、EI源刊等。 

研究成果可以是在学期间参加的研究项目、获得专利或获奖情况等。获

得专利请注明专利名称、作者、专利号；奖项请注明获奖名称、颁奖部门、

获奖时间及个人在获奖者中的名次。研究成果的撰写格式与正文中段落文字

部分的撰写格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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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10385                                            分类号：（可不填）  

研究生学号：（10.5pt，Times New Roma）                      密  级：（楷体五号） 

 

 

 

 

 

 

 

 

 

 

 

 

 

 

 

…… 

 

 

 

 

作者姓名：     （四号宋体加粗）      
指导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合作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学    科：     （四号宋体加粗）      

研究方向：     （四号宋体加粗）      

所在学院：     （四号宋体加粗）      

 

 

 

 

 

论文提交日期：……年…月…日 

提交盲审论文

时，作者与导

师姓名不填

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 

中文论文题目，三号宋体加粗 

汉字，四号宋体加粗 

附件 1-1：“博士学

位论文中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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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Huaqiao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By 
… 

(…) 
 

 

 

 

Supervisor: Professor … 
 

 

 

 

School of  …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or Xiamen), Fujian, China 

                 …

提交盲审论文

时，作者与导

师姓名不填

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 

Author 
14pt, Times New Roman, Bold 

Specialty 
14pt, Times New Roman, Bold 

14pt, Times New Roman, Bold 14pt, Times New Roman 

Date 
4pt, Times New Roman 

Dissertation title 
16pt, Times New Roman, Bold 

附件 1-2：“博士学

位论文英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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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10385                                              分类号：（可不填） 

研究生学号：（10.5pt，Times New Roma）                         密  级：（楷体五号） 

 

 

 

 

 

 

 

 

 

 

 

 

 

 

 

 …… 

 

 

 

 

作者姓名：     （四号宋体加粗）      

指导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合作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学    科：     （四号宋体加粗）      

研究方向：     （四号宋体加粗）      

所在学院：     （四号宋体加粗）      

 

 

 

 

 

论文提交日期：……年…月…日 

提交盲审论文

时，作者与导

师姓名不填

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 

中文论文题目，三号宋体加粗 

汉字，四号宋体加粗 

附件 1-3：“博士学位论
文（境外生）中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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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Huaqiao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By 
… 

(…) 
 

 

 

 

Supervisor: Professor … 
 

 

 

 

School of …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or Xiamen), Fujian, China 

… 

提交盲审论文

时，作者与导

师姓名不填

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 

Author 
14pt, Times New Roman, Bold 

Specialty 
14pt, Times New Roman, Bold 

14pt, Times New Roman, Bold 14pt, Times New Roman 

Dissertation title 
16pt, Times New Roman, Bold 

附件 1-4：“博士学位论
文(境外生)英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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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10385                                            分类号：（可不填）   

研究生学号：（10.5pt，Times New Roma）                      密  级：（楷体五号） 

 

 

 

 

 

 

 

 

    

 

 

 

 

 

             

              …… 

              …… 

 

 

 

作者姓名：     （四号宋体加粗）      
指导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合作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学    科：     （四号宋体加粗）      
研究方向：     （四号宋体加粗）      

所在学院：     （四号宋体加粗）      
 

 

 

  论文提交日期：……年…月…日 

提交盲审论文

时，作者与导

师姓名不填

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 

中文论文题目，三号宋体加粗 

英文论文题目 
16pt, Times New Roman，Bold 

附件 1-5：“硕士学
位论文封面”样板 

汉字，四号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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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10385                                              分类号：（可不填）   

研究生学号：（10.5pt，Times New Roma）                        密  级：（楷体五号） 

 

 

 

 

 

 

 

 

    

 

 

 

 

 

             

              …… 

              …… 

 

 

 

作者姓名：     （四号宋体加粗）      
指导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合作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学    科：     （四号宋体加粗）      
研究方向：     （四号宋体加粗）      

所在学院：     （四号宋体加粗）      
 

 

 

  论文提交日期：……年…月…日 

提交盲审论文

时，作者与导

师姓名不填

写，归档论文

务必填写。 

中文论文题目，三号宋体加粗 

英文论文题目 
16pt, Times New Roman，Bold 

附件 1-6：“硕士学位
论文（境外生）封面”

汉字，四号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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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10385                                               分类号：（可不填）   

研究生学号：（10.5pt，Times New Roma）                        密  级：（楷体五号） 

  

 

 

 

 

 

 

 

 

 

 
 
 

…… 

…… 

 

 

 

作者姓名：     （四号宋体加粗）      
指导教师：     （四号宋体加粗）      
实际单位导师： （四号宋体加粗）      
专业学位类别： （四号宋体加粗）      
专业学位领域： （四号宋体加粗）      
研究方向：     （四号宋体加粗）      

所在学院：     （四号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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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成

果。论文写作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内容，如参考

他人或集体的科研成果，均在论文中以明确的方式说明。本人依法享

有和承担由此论文所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                   签名日期：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同意授权华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机关或机构送交学位论

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侨大

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

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签 名 日 期：                   签 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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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在花岗石板材的生产过程中，切割加工是一道关键工序，不仅关系到本工序

的加工成本和效率，还关系到后续加工工序的效率和质量。使用金刚石工具的锯

切加工是石材切割的最主要方式，也是消耗人造金刚石最多的工业领域。相对于

早期的加工技术，金刚石圆锯片切割无论在降低加工成本还是提高加工效率方面

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种革命性的含义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大理石的加工

上。对于花岗石特别是硬质花岗石，所能达到的极限锯切的深度远远低于大理石

锯切。 

本文在深入剖析花岗石锯切加工技术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全面探讨

了大切深条件下花岗石的锯切机理，设计制造了新型超短齿结构的金刚石锯片，

实现了花岗石的超大切深锯切。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概括如下： 

 

…… 

 

关键词：花岗石  金刚石  大切深锯切  锯切力  锯切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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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utting is a key process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granite slabs. It influences 

not only on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procedure, but also on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subsequent procedure in production. At present, 

sawing granite with diamond tools is the most popular method, which consumes 

most of synthetic industrial diamond. Relative to early technique for granite 

machining, cutting with diamond circular saw-blade revolutionizes the whole 

sector both in reducing the cost and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However, the 

revolutionary meanings seem to embody in the processing of the marbles. The 

maximum cutting depth for granites, especially for hard granites, is much less 

than that for marbles. 

Based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state of arts of granite sawing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 the mechanism for sawing of granit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arge depth of cut is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and a new type of diamond 

saw-blade with short segments is developed to realize deep sawing of granites. 

The main work of this thesi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Keywords: Granite    Diamond    Deep sawing    Sawing forces    

Sawing specific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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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对照表 

 

主要符号对照表 

PI 聚酰亚胺 

MPI 聚酰亚胺模型化合物，N-苯基邻苯酰亚胺 

PBI 聚苯并咪唑 

MPBI 聚苯并咪唑模型化合物，N-苯基苯并咪唑 

PY 聚吡咙 

PMDA-BDA 均苯四酸二酐与联苯四胺合成的聚吡咙薄膜 

MPY 聚吡咙模型化合物 

As-PPT 聚苯基不对称三嗪 

MAsPPT 聚苯基不对称三嗪单模型化合物，3,5,6-三苯基-1,2,4-三嗪 

DMAsPPT 聚苯基不对称三嗪双模型化合物(水解实验模型化合物) 

S-PPT 聚苯基对称三嗪 

MSPPT 聚苯基对称三嗪模型化合物，2,4,6-三苯基-1,3,5-三嗪 

PPQ 聚苯基喹噁啉 

MPPQ 聚苯基喹噁啉模型化合物，3,4-二苯基苯并二嗪 

HMPI 聚酰亚胺模型化合物的质子化产物 

HMPY 聚吡咙模型化合物的质子化产物 

HMPBI 聚苯并咪唑模型化合物的质子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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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 

 

第 1章  引言 

天然花岗石坚固耐用、取材方便，广泛用作建筑装饰材料
[1]
。我国石材资源丰

富，开采历史悠久。石材加工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材行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产

业领域，经过近十几年的飞速发展，目前在产量上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并已成为

全球石材加工市场的主导国家之一
[2-3]
。在国内，石材工业已连续 8 年位居建材行

业单类产品出口第一
[4]
。因此，无论从市场前景还是资源优势出发，在我国发展石

材工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石材大国，并且己经形成了

开采、加工、养护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1.1  国内外石材锯切加工研究进展 

花岗石荒料从矿山运到加工工厂后，要经过锯、切、磨等加工才能生产出符

合尺寸、形状、以及表面质量要求的饰面石材制品。目前花岗石板材的生产工艺

流程基本上可用图 1.1来概括。 

 

…… 

 

1.1.1  金刚石锯片的研制 

1885 年法国人 Felix Fromholt 首先研制出金刚石圆锯片，但直到 1898

年才实际应用于切割石材
[6]
。当时是采用手工的方法将来自南非或巴西的大

颗粒的天然金刚石（见图 1.3a）镶嵌到铸钢插块内，然后再将插块连接到

锯片基体上进行切割加工。1953 年，第一颗人造金刚石在瑞典诞生，标志

着人类在应用超硬材料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7]
。1959 年人造金刚石（见

图 1.3b）的工业化应用以及现代粉末冶金技术的发展使得金刚石加工工具

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
[8]
。1963 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颗属于自己的金刚石，在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金刚石年产能力超过 20 亿克拉，已是世

界上金刚石第一生产大国（约占全球产量的 65%～70%）
[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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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是创造力的世纪，创意不仅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而且将成为未来

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政策创新大师刘易斯·M·布兰斯科姆教授

也曾经说过，未来世界的成功不是取决于技术、政府、管理或者是权力，而是完

全取决于像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等其他富有创意的人才以及彼此之间的新型

互动关系。创意人才是现代社会发展主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创意人才的集聚自

然产生技术、投资和就业等经济增长源，能否拥有大量创意人才，汇聚创意源，

将成为影响企业发展、产业升级、城市繁荣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以创意企业

为例，此种新兴的企业形态结合了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智慧结晶和现代科技成果，

其创意含量密度之高，扩散之快，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创意经济时代市场的引领者。

创意人才是创意企业的核心力量，是创意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企

业创意人才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理论探讨中，运用生态学视角来阐释人力资源与企

业、环境的互动现象和演变规律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研究的主流范式。 

第二节  研究背景 

一、创意经济浪潮的兴起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以及国际贸易中心等五个机

构共同发布的《2010年创意经济报告》（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指出，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国际贸易总额比 2007年减少了 12%，然而，音乐、

动漫、电影、艺术设计等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出口总额仍保持增长态势，2008

年达到 5920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1 倍多，创意经济已经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厉无畏在《创意改变中国》一书中，对创意经济的内涵给了较为明

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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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 

 

 

表3.1  无偏向搜索模型的符号表 

符号  意义及说明 

N  结点总数。代表了系统规模 

M  彼此不同的数据的个数。注意数据副本不计入 M中 

f1,f2…fM  系统中 M个彼此不同的数据 

q1,q2,…qM  数据的访问频度分布向量 

Ci  数据 fi的索引个数。亦即 fi的应答结点的个数 

ki  数据 fi的索引比例。
N
Ck i

i = ，即应答结点占全部结点的比例 

INVi  数据 fi的索引失效率。每 1秒内失效的 fi索引占全部 fi索引的比例 

INV  当数据具有相近的更新频度时，索引失效率用统一的 INV表示 

INVmax  
}2,1max{ MiINVi L= ，即所有失效率的最大值。如果不考虑数据

之间更新频度的差异，则 INVmax=INVi=INV 

Rsearch, LS  搜索消息冗余数和搜索消息的比特数。刻画搜索的消息转发开销 

Rupdate, LU  维护消息冗余数和维护消息的比特数。刻画维护索引的消息开销 

BWsearch,BWmaintain  系统中搜索使用的总带宽开销和维护使用的总带宽开销 

BWtotal,bwpeer  系统总带宽开销与单个结点上的带宽开销。是搜索与维护开销之和 

Ci
*
  使带宽开销最小化的索引数量（指数据 fi的索引） 

f

f

C
N

N
C

fE =







=

−1

}{ 数所遍历的不同结点的个搜索        （ 3 . 1 ） 

maintainsearchtotal BWBWBW +=
                   （ 3 . 2 ） 

∑
=

⋅⋅⋅⋅=
M

i i
i LR

C
NqQBW

1
searchsearch S                 （ 3 . 3 ） 

数据 fi的索引比例。
N
Ck i

i = ，即应答结点占全部结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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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励办法 
（华大研〔2014〕12号  2014年 3月 17日印发） 

 

为吸引优秀生源报考我校研究生，资助和激励优秀研究生将更多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学习中，根据《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

〔2013〕1 号）和《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

19 号）等教育部各部委以及学校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章  硕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励标准 

第一条 硕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申请对象必须是正式被录取为我校全日

制类型的硕士研究生，包括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并且仅针

对档案转入我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生源。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各等级的申请对象、基本要求和奖励金

额如下表：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 

（单位：元） 
奖励对象 

特等 50000 

符合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一等奖的要求，且在新生

奖学金申请前两年内（入学前两年的 9月 1日起至申请当

年的 8月 31日止）已在学校二类 B及以上的学术期刊以第

一作者公开发表所录取专业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1篇。 

一等 20000 

我校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1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推免

或者以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985工程”高校的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30%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含调剂生源） 

具有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学科的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30%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调剂生源） 

    本科所在专业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等院校的绩点排名

本专业前 1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调剂生源） 

二等 18000 

    我校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3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推免

或者以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985工程”高校的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50%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含调剂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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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学科的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50%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调剂生源） 

本科所在专业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等院校的绩点排名

本专业前 3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调剂生源） 

三等 15000 

推免到我校的研究生新生 

我校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5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及

与我校签有优质生源合作协议院校或者福建省内有硕士学

位授权院校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30%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以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本科所在专业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等院校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以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第二章  博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励标准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申请对象必须是入学前两个学年内取得

学位证和毕业证的全日制硕士毕业生或硕博连读研究生、硕士期间所有课程均合

格、正式被录取为我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且档案转入我校的生源。 

第四条  博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不分硕士期间就读的学校或

科研院所，重点考察科研成果、课程成绩和科研潜力，优先奖励应届全日制硕士

毕业生。 

第五条  博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各等级的基本要求和奖励金额如下表：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 

（单位：元） 
基本要求 

特等 80000 

硕士期间各门课程成绩优良率 90%及以上，且均不低

于 70 分，学位论文综合成绩 90 分及以上（硕博连读研

究生除外），并在学校一类 A 及以上的学术期刊以第一

作者公开发表本专业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1篇。 

一等 30000 

硕士期间各门课程成绩优良率 80%及以上，且均不低

于 70 分，学位论文综合成绩 85 分及以上（硕博连读研

究生除外），并以第一作者在学校一类 B 及以上的学术

期刊发表 1 篇或二类 A 及以上的学术期刊发表 2 篇本专

业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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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 25000 

硕士期间各门课程成绩优良率 75%及以上，且均不低

于 70 分，学位论文综合成绩 80 分及以上（硕博连读研

究生除外），并以第一作者在学校二类 A 及以上的学术

期刊发表 1 篇或二类 B 及以上的学术期刊发表 2 篇本专

业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三等 20000 

硕士期间各门课程成绩优良率 70%及以上，学位论文

综合成绩 80分及以上（硕博连读研究生除外），并以第

一作者在学校二类 B及以上的学术期刊发表 1篇或三类 A

及以上的学术期刊发表 2 篇本专业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

文。 

 

第三章  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的申请与发放 

第六条 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的申请与发放程序如下： 

1.研究生院对获批录取的研究生发放录取通知书时，一并将研究生优秀新生

奖学金的申请要求通知研究生新生。 

2.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新生在报到入学后 1 周内向所在培养单位提交《华侨大

学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培养单位审核后将申请表及相关

材料汇总报送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其中，成绩单应有所在学校教务处或研究生

主管部门的盖章；学术论文成果应为第一作者、署名为录取前的学校或科研院所、

每篇字数在 5 千字及以上、且属于所录取专业领域范畴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学术

期刊的认定以发表时我校社会科学研究处和科学技术研究处采用的学术期刊分类

标准为准。 

3.研究生院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后 3周内组织材料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新生进

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则正式发文。 

4.研究生院在发文后的 1 个月内将获得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的名单及奖励

金额报送财务处，由财务处将奖励金额的 50%划拨到获奖者个人账户。 

5.研究生第二学期的前 5 周内，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将审核盖章并经分管

领导签字的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获得者第一学期成绩情况汇总表报给研究

生院招生办公室。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将对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成绩优良

率在 80%及以上的获奖者划拨奖励金额余款，成绩优良率在 80%以下的不再划

拨奖励金额余款。 

第七条  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的申请应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和通知执行，

逾期不予受理且不再补发。 

第八条  本校行政保研人员在录取当年提交申请，奖学金在入学当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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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经查

实有弄虚作假者，将追回所有发放的奖励款项，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及以上

的处分。 

第十条  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主要是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将更多的时间

精力投入研究学习中，获得者原则上应将奖励金额用于生活补助及学习研究相关

用途，如获得者因个人原因未能在学校规定的学制内取得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学校将追回所有发放的奖励款项。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规定从 2014级研究生新生开始执行，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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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励办法补充规定 
（研究〔2015〕13号  2015年 4月 21日印发）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励办法》(华大研〔2014〕12号)的有关规

定，现将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励的相关规定做如下补充，请遵照执行。 

一、推免生 

自 2015 级研究生新生起，凡是被我校录取的推免生都可享受不低于二等的

硕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若推免生本科毕业于教育部“211 工程”、“985 工

程”高校，则可享受不低于一等的硕士研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 

二、 硕博连读生 

自 2014 级研究生新生起，凡是硕博连读生，都可享受不低于三等的博士研

究生优秀新生奖学金。 

三、参评论文 

凡是用于参评优秀新生奖学金的论文，都必须在录取当年 9月 1日前正式纸

质见刊。  

本补充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研 究 生 院 

                                2015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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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华大研〔2014〕6 号 2013 年 1 月 18 日印发）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的意

见》（教研〔2013〕1 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的

意见》（财教〔2008〕233 号）等文件精神，为有效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

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推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学校决定面向全日制研究

生，设立“华侨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创新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由财政部、教育部设立并拨入学校

指定账户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及学校自筹资金。

第二条 研究生创新基金以营造鼓励自主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科研氛围、

培育研究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其科研创新动力为目标，主要用于支持研究生

在科研领域的自由探索、自主创新活动，培育和冲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第三条 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内容包括“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计划”。

第四条 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由研究生院管理，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章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

第五条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主要面向华侨大学一年级全日制研究

生（仅针对档案转入我校的研究生，不含本校在职人员，下同），包括学术学位博

士研究生、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第六条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采取广泛培育、过程淘汰、考核激励

的方式，以科研项目立项的形式，资助研究生自主开展与学位论文或研究方向领

域相关的学术研究，培育科研创新能力。

第七条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额度不分等级，博士研究生人文

社科领域每项资助 3万元，自然科学领域每项资助 5 万元；硕士研究生人文社科

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数学类、管理类）每项资助 1 万元，自然科学领域（除数

学类和管理类外）每项资助 2万元。

第八条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项目的申报与首期款拨付：

1.各培养单位在全日制研究生一年级入学注册并确认指导教师后，10月中旬通知

一年级全日制研究生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项目申请表》，经指导教

师确认，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评审，上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

2．研究生院将在第一学期内向获批准资助的研究生拨付第一期项目资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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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支持研究生开展前期研究工作。博士研究生第一期经费均为 3 千元，硕士研

究生第一期经费均为 2千元。

第九条 获得项目资助的研究生应围绕研究计划认真开展研究，按时完成阶

段性成果（可选择论文、奖项、科研项目或专利中的任一项成果，其中科研项目

不含本资助项目或者学校资助覆盖面超过 50%的项目），主动向培养单位申请接受

项目的中期检查（可选择在第二学期的6月下旬、第三学期的12月下旬和第四学期

的6月下旬），提交《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项目中期检查申请表》及相关

成果原件和复印件。截止第四学期期末未能通过项目中期检查的或者逾期未能提交项

目中期检查申请材料的，将取消所资助的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项目，不再拨付其

余款项。

第十条 培养单位应认真审查项目的中期检查申请材料，做出明确的意见，并将

汇总表和相关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审核备案。研究生院将根据研究生的项目成果级别和

数量做出相应的第二期资助款项划拨安排。具体划拨安排对应表如下：

博士生的阶段成果 硕士生的阶段成果
第二期款

项安排

1．一类期刊论文1篇；

2．获得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奖前三

名、省部级奖二等及以上前二名或

三等奖第一名；

3．承担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第一

名、省部级项目前二名、国家级项

目前三名；

4．获得发明专利2项

1．二类及以上期刊论文1篇；

2．获得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奖前四名、

省部级奖前三名、地厅级奖前二名、

校级奖第一名；

3．承担地厅级项目前二名、省部级项

目前三名、国家级项目前四名；

4．获得发明专利1项

50%

1．二类期刊论文1篇；

2．获得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奖前四

名、省部级奖前三名、地厅级奖前

二名、校级奖第一名；

3．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第一名、

地厅级项目前二名、省部级项目前

三名、国家级项目前四名；

4．获得发明专利1项

1．三类期刊论文1篇；

2、获得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奖前五名、

省部级奖前四名、地厅级奖前三名、

校级奖前二名；

3．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第一名、地

厅级项目前三名、省部级项目前四名、

国家级项目前五名；

4．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

2项

30%

1．三类期刊论文1篇；

2．获得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奖前五

1．有 CN号的期刊论文1篇（不含增

刊和专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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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省部级奖前四名、地厅级奖前

三名、校级奖前二名；

3．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第一名、

地厅级项目前三名、省部级项目前

四名、国家级项目前五名；

4．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

专利2项

2．获得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奖前六名、

省部级奖前五名、地厅级奖前四名、

校级奖前三名；

3．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前二名、地

厅级项目前四名、省部级项目前五名、

国家级项目前六名；

4．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

1项

第四学期期末前未能取得以上成果之一
取消项目，

不再资助

注：1.中期检查的阶段性成果可选择以上论文、奖项、科研项目或专利中的任一项。成

果的第一署名单位均应为华侨大学。

2.论文发表应以获得项目资助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每篇字数在5千字及以上，并在论

文中注明“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期刊级别依照研究生在

入学注册时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和科学技术研究处采用的分类标准。

3.科研项目不含本资助项目或者学校资助覆盖面超过50%的项目。

第十一条 通过项目中期检查的研究生应着重投入学位论文的研究撰写工

作，以优秀的学位论文评审成绩获得项目的验收通过。通过项目中期检查的研究

生学位论文不在《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华

大研〔2013〕28 号）文件规定的研究生盲审范围的，均应安排 1份学位论文由研

究生院组织盲审。

研究生院将根据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成绩（含研究生院盲审及培养单位送审）

及是否符合授予学位条件，做出相应的资助款项余款安排。具体划拨安排对应表

如下：

博士生的送审成绩 硕士生的送审成绩 第三期款项划拨安排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且送审成绩

4篇优秀，1篇良好及以上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且送审成

绩全部优秀
拨付余款，奖励10%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且送审成绩

均为良好及以上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且送审成

绩均为良好及以上
拨付余款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且送审成绩

最多2篇合格及以上，其余均

为良好及以上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且送审成

绩1篇合格及以上，其余均为

良好及以上

拨付总额80%的余款

学制规定年限内没有达到以上要求 取消项目，不再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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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计划

第十二条 为了激励我校博士生的创新精神，促进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

全面提高我校博士学位论文质量，配合国家、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实现我

校 “国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突破，制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计划”。

第十三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计划主要面向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在学位论文

研究中取得突出学术成果且尚未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全日制博士毕业生。通过评审优

秀学术新人奖，给予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的资助。

第十四条 申请优秀学术新人奖的基本条件：

1．申请者为尚未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我校全日制博士毕业生；

2．博士学位论文全部由研究生院组织独立盲审，且盲审成绩4篇优秀，1篇良好及以上；

3．申请者在博士学习期间，在二类 B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网络发表也

可）4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在一类 A学术期刊公开发

表 1 篇或在一类 B 学术期刊公开发表 2篇，所发表论文均为第一作者且第一署名

单位为华侨大学。

4.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最终成绩为优秀。

第十五条 优秀学术新人奖的评选程序：

1．申请优秀学术新人奖的全日制博士生，原则上应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向

研究生院提出申请，同时提交《国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研究计划申请表》，

并承诺参加国家和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获资助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

升项目期间发表的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均应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含资助期满半年内发表的相关成果）。

2．研究生院审核申请者材料，对符合条件者，聘请国内本学科领域 5位知名

专家对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及《国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研究计划申请

表》进行盲审，对学位论文取得学术成果的水平、创新性和进一步取得突破的潜

力给予评价。盲审成绩同时作为申请者学位论文答辩的论文送审成绩。

3．研究生院将符合条件申请者的相关材料报送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校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根据优秀新人奖评选的基本条件，对申请者学位论文取得的学术成

果和研究计划进行审议，参考专家评审意见，综合考察申请者冲击“国家百篇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潜力，提出评审意见，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推荐优秀学术

新人奖获选人。

4.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综合审查优秀学术新人奖获选人的材料以及校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及有关专家的评审意见，审议确定优秀学术新人奖获得者。

第十六条 学校邀请优秀学术新人奖获得者，留校继续从事不超过一年的科

研工作，给予获奖当年学校科研为主型副教授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学校资助

获奖者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以便其延续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为申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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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做准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资助经费为自然

科学领域不低于 50 万元/项，人文社科领域不低于 15 万元/项。

第十七条 优秀学术新人奖获得者在学校正式发文后，撰写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提升项目任务书，经其博士生指导教师审定，报送研究生院审核。研究生院审

核通过，向该获奖者拨付项目经费的 40%作为第一期研究经费。

第十八条 优秀学术新人奖获得者在正式获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资

助后的第 6个月至第 9 个月内，向研究生院提出中期检查申请，提交《华侨大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中期检查申请表》及相关成果原件和复印件。未能通

过项目中期检查的或者逾期未能提交项目中期检查申请材料的，学校有权终止其

继续留校，并取消所资助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不再拨付其余款项。

中期检查的基本要求如下：项目立项以来，在二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

表（网络发表也可）2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在一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网络发表也可）1篇，所发表论文均为第一作者且第一

署名单位为华侨大学，并在论文中注明“华侨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

第十九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中期检查通过者，研究生院向获资助

者拨付项目经费的 30%作为第二期研究经费。

第二十条 通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中期检查者，应在项目立项后的

第 11 个月内，向研究生院提出结项验收申请，提交《华侨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升项目结项申请表》及相关成果原件和复印件。未能通过项目结项验收或者逾

期未能提交项目验收材料的，学校有权终止其继续留校，并取消所资助的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不再拨付其余款项。

结项验收的基本要求如下：中期检查以来，至少取得论文、专著、专利、奖

励四项成果之一，且成果均以获资助者为第一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华侨大学，

并应在可标注的成果中注明“华侨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成果标准要

求如下：

（1）论文成果要求：在二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网络发表也可）2

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篇被 SCI、EI（正刊，不含

会议论文）、SSCI、EI、A&HCI 全文收录。

（2）专著成果要求：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

位”出版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学术专著。

（3）专利成果要求：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项，并在二类 B及以上学术期

刊公开发表（网络发表也可）1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

（4）奖励成果要求：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关的成果获国家科技三大奖（前

四名），或获省部级科学技术、社科成果一等奖（前三名），或二等奖（前二名），

或三等奖（第一名）。

128



第二十一条 通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结项验收者，研究生院向获资

助者拨付项目经费的余款，同时强调其应参加国家和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

评选，且至少在之后半年内发表的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均应以华侨大学为

第一署名单位。

第四章 项目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项目经费以学校自筹资金为主，以奖

励方式直接发放，归研究生个人支配使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经费按照

科研项目的性质进行管理。为了肯定和激励博士生指导教师，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升项目经费的 20%-40%原则上供受资助者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支配，具体比例在提

交任务书时予以明确，其余项目经费归受资助者个人使用，由指导教师签字监管

或研究生院审批。

第二十三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

1.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的消耗费用。

2.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

等费用。

3.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

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含出差补助)及市内交通费（含汽油费）。

4.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为组织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等活动而

发生的会议费用。

5.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

论文论著出版费、版面费、文献资料检索费、图书资料购置费、专用软件购置费、

专利申请与保护费等。

6.办公用品费，项目研究所需办公用品的费用。

7.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进行学术

指导所发生的费用。

8.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

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项目各项费用的开支标准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执行。

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它支出，应当在申请时单独列示，单

独核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华侨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

办法》（华大研〔2011〕30号）同时废止。本办法解释权归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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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马万祺优秀研究生论文奖励基金奖励办法 
（华大研〔2013〕30号  2013年 11月 4日印发） 

 

为了提高华侨大学研究生的学术水平，鼓励研究生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工

作，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质量，促使更多的研究生优秀论文

脱颖而出，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由澳门特区知名人士马万祺先生资助设立本

基金，奖励基金每年 10万元，5年共 50万元。为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特制定

本奖励办法。 

第一条  评奖范围  

应届毕业及毕业后一年内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 

第二条  奖励对象 

（一）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提名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 

（二）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 

（三）获得“华侨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依

据《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进行评选）。 

（四）研究生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在高

级别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第三条  奖励标准 

（一）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提名 

1．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奖励各 50000元。 

2．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奖励各 15000元。 

（二）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奖励各 10000元。 

2．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奖励各 8000元。 

（三）华侨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获得华侨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奖励各 5000元。 

2．获得华侨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奖励各 3000元。 

（四）研究生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被

SCI、S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及发表在高级别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扣除获得学位

所要求发表相应级别的论文篇数后。2013年 6月 8日《华侨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

录》出台前投稿或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修订前的办法进行认定，没有明确投稿时

间的按发表时间往前推 6个月计算。 

1．被 SCI、SSCI收录、特刊及一类 A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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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一类 B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2000元。 

3．被二类 A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1000元。 

4．硕士研究生发表被二类 B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500元。 

第四条  申请办法 

1．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提名论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上一年度 7

月 1日到本年度 6月 30日之间）的学生，须于本年度 7月 5日前将获奖证书送研

究生院查验。 

2．申请校级优秀学位论文者，按《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执行。 

3．上一年度 7月 1日到本年度 6月 30日之间被 SCI、SSCI、EI收录的论文，

以及被高级别期刊刊载的论文，向培养单位提交申请，由培养单位汇总，并于 9

月 15 日前将申报者的申请表、论文复印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以及培养单位

汇总表报送研究生院。 

第五条  审批 

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提名论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被 SCI、SSCI、

EI收录的论文，以及被高级别期刊刊载的论文，经公示后报校分管领导审批。 

第六条  资金管理 

5 年奖学金共 50 万元，根据当年研究生获奖情况据实发放。5 年内如奖励金

额超过 50万元，不足部分由学校补足。如奖励金额不足 50万元，奖励年限顺延。 

第七条  学位论文重复获奖者，以最高奖颁发奖金。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原有的相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与

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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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华大研〔2013〕34 号 2013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为贯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在全国开展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精神，做好国家、福建省优秀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候选工作，积极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

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学校决定开展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工

作，对评选出的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进行奖励。评选活动每年举行 1次。为做好

评选奖励工作，特修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参评对象及名额

1．参评对象为应届毕业及毕业后一年内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作者。

2．评选名额：理工科、文科各 10 名。

第二条 评选条件

1．参评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用中文撰写。

2．学位论文最终综合成绩在 88 分及以上（参加评选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

由研究生院进行盲送，最终成绩由论文送审平均成绩的 60%和答辩平均成绩的 40%

构成)。

3．在校学习期间，硕士研究生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三类 A及以上学术

期刊上发表 2 篇及以上论文，或者在二类 A 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 1篇论文。博

士研究生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三类 A 及以上期刊发表 4 篇及以上论文，或

者在二类 A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 2篇论文，其中至少 1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类 B

及以上学术期刊上。

期刊分类依照研究生入学注册时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和科学技术研究处采用

的分类标准。以上所述学术期刊均为正式学术期刊，不包括增刊和专门发表学术

会议论文的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均须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认定的

时间以投稿时间或发表时间为准，没有明确投稿时间的按发表时间往前推 6 个月

计算。

第三条 评选程序

1．每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申报，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通讯评审，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0 日汇总材料。

2．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申报程序：

（1）个人申请。

（2）导师推荐。

（3）学院、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根据评选条件进行审核并

推荐优秀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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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参评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应准备学位论文 6份、填写申报表 1份，

经导师签字和培养单位盖章后报送研究生院。

4．参评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将送校外 5名以上同行专家进行评审，专家评

审结果不低于 80 分，总评结果不低于 88 分，方视为通过评审。

第四条 奖励办法

1．华侨大学对评选出的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由学校

进行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并在全校范围内表彰。

2．获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每人奖励 5000 元，对其导师奖励 5000 元；

获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每人奖励 3000 元，对其导师奖励 3000 元。

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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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华大学〔2014〕15号  2014年 4月 23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我校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全面发展，根据《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正式注册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个人档案转入我校的研究生，不含本校在职人员)。 

第三条 研究生奖学金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其中，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一等学业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普通学业奖学金。 

第四条 奖学金的申请和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华侨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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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科研成果必须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在所评选学年内取得（学年

时间界定为 9月 1日至次年的 8月 31日）;博士生在学校二类 A及以上期刊，硕

士生在学校二类 B 及以上期刊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时间界定可放宽至次年的 9 月

30日;发表学术论文以实际见刊或网络发表为准，科研成果不可重复申报使用； 

6.社区表现分不在本楼幢后 30％，或考评结果虽居楼幢后 30％，但综合考评

成绩不低于 98分且无违规违纪行为。 

第六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一）奖励标准及评选名额：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30000元/人，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

标准为 20000元/人，评选名额均由国家下拨。 

（二）申请条件： 

1.学年课程成绩为优良的课程数占学习课程数的 80％及以上，且课程最低成

绩不低于 70分； 

2.三年级申请者须在 CN号期刊或 SCI、EI、SSCI、A&HCI收录期刊上独立或以

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及以上，或者以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第二作者发表学术

论文两篇及以上；一、二年级申请者需在学术研究、科技开发上有优异表现，科研潜

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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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一等学业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和普通学业奖学金

三种。一年级研究生不参与学业一、二等奖评选，只参与普通学业奖的评选。 

（一）一等学业奖学金 

1.奖励标准及评选名额： 

博士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18000元/人，获奖面为全校博士研究生（不

含一年级）的 10%；硕士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12000 元/人，获奖面为全

校硕士研究生（不含一年级）的 10%。 

2.申请条件： 

（1） 学年课程成绩为优良的课程数占学习课程数的 70％及以上，且课程最

低成绩不低于 70分；  

（2）学术及科研要求与国家奖学金相同。 

（二）二等学业奖学金 

1.奖励标准和评选名额： 

博士生二等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10000元/人，获奖面为全校博士研究生（不

含一年级）的 30%；硕士生二等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8000元/人，获奖面为全校

硕士研究生（不含一年级）的 30%。 

2.申请条件： 

（1）学年课程成绩为优良的课程数占学习课程数的 60％及以上，且课程最低

成绩不低于 70分；  

（2）学术及科研要求与一等学业奖相同。 

（三）普通学业奖学金 

1.奖励标准及评选名额： 

（1）博士生普通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5000元/人，获奖面为全校博士研究

生（不含一年级）的 50%；一年级博士生普通学业奖学金按 6000元/人进行评审，

获奖面为全校一年级博士研究生的 90%。 

（2）硕士生普通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4000元/人，获奖面为全校硕士研究

生（不含一年级）的 50%；一年级硕士生普通学业奖学金按 5000元/人进行评审，

获奖面为全校一年级硕士研究生的 90%。 

2.申请条件： 

（1）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各门课程学习成绩合格。 

（2）一年级研究生须本人凭录取通知书申请。 

第八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申请者，可优先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1.在社会公益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 

2.担任班长或党支部书记及以上研究生干部满一年，工作特别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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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并在该领域获得良好成绩的，如公开发表的高水平学

术论文、取得发明专利等； 

4.积极参加高水平的专业竞赛活动，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 

 

第三章  奖学金的申请 

第九条 学校于每年 10月份陆续开展各类奖学金的评定工作。 

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均可向所在学院（研究院）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同一学年内各类奖学金原则上不可兼得；奖学金与助学金及新生

奖学金可兼得；奖学金与各类荣誉称号可兼得。 

 

第四章  奖学金的评选 

第十二条  学校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奖学金的评审。评审委

员会主任由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委员由学生处、研究生院、各学院（研

究院）主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等担任。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及评审小组，办公

室设在学生处，评审小组设在各学院（研究院）。 

第十三条  各学院（研究院）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小组，按照民主评选的

程序，具体组织实施本学院（研究院）奖学金评审工作。 

第十四条  学生申请后，经学院（研究院）评审小组初审，初审结果公示无

异议后上报学生处，学生处复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报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终

审并确定名单。 

第十五条  对奖学金初评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学院（研究院）初评结果公示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研究院）评审小组提出书面异议，评审小组应在

接受异议后 3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如对学院（研究院）评审小组答复仍有异议，

可在评审小组答复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学生处提出书面申诉。学生处接受申诉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并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后提出处理意见，提请校评审委员

会审定。评审委员会对申诉的处理意见为最终处理意见。 

 

第五章  奖学金的发放 

第十六条 国家奖学金由国家统一颁发奖学金和获奖证书。学校为一等学业

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获得者颁发奖学金和获奖证书。普通学业奖学金只发放

奖金，不发放证书。 

第十七条  学院（研究院）为获奖学生制作奖学金发放表，经审核无误、学

生签字确认后，送财务处直接划入获奖学生的银行账户。 

第十八条   获奖学生如欠缴学杂费，所获奖学金原则上应首先用于偿还所欠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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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各学院（研究院）须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学生处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4级及以后学生，自 2014年 9月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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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研究生教育工作流程
（研究〔2012〕41 号 2012 年 11 月 9日印发）

一、开拓办学资源

在研究生院的组织和指导下，学院、研究院、专业学位中心（以下简称“培

养单位”）负责开拓办学资源工作，包括开拓境外研究生教育的生源、合作单位

和课程教学地点等。

二、与合作单位签署合作协议

在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培养单位负责起草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研究生院

负责审核合作协议，并按照《华侨大学对外合作及协议签署管理规定》，报送学

校审核。

合作协议分别按研究生课程进修、学历教育两个阶段签署。

协议主要包括合作双方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责权利，主要内容有：

1．生源组织；

2．如果需要合作单位在招生（考前辅导、考试地点、录取等）、课程教学、

学位论文工作（包括开题报告、导师指导、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学位授予）

等方面提供帮助的，应在合作协议中明确需要合作单位提供帮助的相应内容，包

括提供工作地点、组织学员参加、安排工作程序、提供交通住宿条件等；

3．明确收费标准、合作单位需要的费用；

应明确只有学校财务处一方能够向学员收取费用，必须坚持收支两条线，必

须坚持统一收费、统一支出。

三、招生过程

研究生院负责与合作单位联系，制定报名、考前辅导、考试、录取程序，并

负责组织招生、考试、录取过程，审查考生的报考资格和录取资格，发放录取通

知书。培养单位负责出题、考前辅导、批改试卷、复试、提出录取名单。

四、培养过程

培养单位负责与合作单位联系，组织安排培养过程，包括课程教学、学位论

文工作（开题报告、导师指导、中期检查、预答辩等）。研究生院负责督促检查

教学过程，审批和备案必要的培养环节。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研究生院负责制定境外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工作程序，负责学位论文的重

复率电子检测、盲审，审查学位论文的送审资格、答辩资格、毕业资格、学位授

予资格。培养单位负责相关资料的整理、报送，负责学位论文的送审（非研究生

院盲审的论文）、组织答辩，初审学位论文的送审资格、答辩资格、毕业资格、

学位授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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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方面

1．保证与境外研究生的联系

培养单位负责与境外研究生的联系，确认研究生秘书为培养单位与境外研究

生的联系人。如果研究生秘书人选有变化，须做好境外研究生联系方式的交接工

作。

培养单位必须在录取后的第一时间，建立与境外研究生的联系方式（包括通

讯地址、手机号码、座机号码、电子信箱、QQ等），向境外研究生明确如有联系

方式变更的，须在第一时间通知研究生秘书，如果未及时通知，影响到有关研究

生培养信息的传达，影响培养进程，甚至学籍、毕业、学位授予等，由研究生本

人承担责任。

研究生秘书须及时将研究生培养进程的安排（包括时间、地点等）及时通知

研究生本人，做到传达到位、到人。如果由于培养单位与境外生的信息沟通不到

位，导致境外研究生培养工作出现失误，由培养单位承担责任。

2．境外研究生的个人信息维护

培养单位应按研究生院的要求，负责组织境外研究生维护个人信息。研究生

秘书须在录取后的第一时间告知境外研究生提供必要的个人信息。

3．境外研究生注册

培养单位须在每学期开学初组织境外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内进行

注册。

如果在职研究生无法来校注册，须向培养单位指定的电子信箱发送注册信

息、联系方式变更信息等，完成注册。

如境外研究生未按要求完成注册的，按学校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4．境外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

研究生秘书须在录取后的第一时间告知境外研究生，学习时间超过学制规定

的年限，不再自动延期。若有特殊原因的，通过每学期的申请和审批，方可延期，

延期不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如果超过学制年限，且没有办理延期申请，或延期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按

照学校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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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面向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
研究生办学的管理规定

（华大研〔2012〕24号 2012年8月29日印发）

第一条 开展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以下统称“境外研究生”）

教育是履行我校办学宗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进一步规范管理我校境外研究生

教育办学工作，促进依法办学，保证办学质量，是关系到我校的办学声誉和未来

发展的大事。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我校拟面向研究生培养的境外办学或境外开展教学活动、与境外单

位合作办学或合作开展工作的学院、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应

向研究生院报送正式申请，由学校予以审批。申请内容应包含境外办学或境外开

展教学活动的地点、学科、生源情况、筹备工作方案或境外合作单位的基本情况、

拟定的合作事项及双方的责权利等。经学校正式审批同意，境外办学或境外教学

活动、与境外单位的合作方可启动。

第三条 境外办学或境外开展教学活动、与境外单位合作办学或合作开展工

作的培养单位，应界定所开展工作的对象、范围、性质和类别，了解我国、教学

地点所在国或地区的有关法规。若有关法规明确要求必须进行相关的申报或备案，

则培养单位应按照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我国或办学地点所在国或地区有关部门进

行申报或备案。申报或备案文件应报送研究生院，由学校予以审核。

第四条 境外办学或境外开展教学活动应遵守办学地点所在国或地区的有关

法规。

第五条 与境外单位合作的培养单位，应与合作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在合作

协议的规范下开展合作活动。合作协议应保证不与我国、教学地点所在国或地区

的法规相违背。合作协议中应明确各方在合作中的责、权、利。合作协议起草后，

应按照我校《华侨大学对外合作及协议签署管理规定》，报送学校审核。经学校审

核批准后，合作协议方可签署。

第六条 如合作中涉及到收取学费等费用和支取办学费用等事项，须在与境

外单位的合作协议中明确以下内容：①学费及其它费用的收取标准；②学费等费

用应由华侨大学财务处统一收取，统一支出；③合作双方支取办学费用的金额或

比例。

合作协议中有关费用收支的协议内容，不得与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提出的收费

标准和相关的财务制度相违背。该部分协议内容应经学校财务处审核。

第七条 招收境外研究生的培养单位，应根据教育部和我校的有关规定，制

定招生录取办法，包括报考考生应具备的条件、招生考核办法、录取标准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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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录取办法应报送研究生院，由学校予以审核。经审核同意后，招生工作方可启

动。

第八条 培养单位应积极配合研究生院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工作，组织考

生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以及相关的个人信息。研究生院应根据有关

规定，严格审核考生报考资格，包括审核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的原件，核

对复印件。经审核，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具有境外考生（外国留学或港澳台侨

考生）身份者，方可按照境外考生的身份报名、取得准考证。

第九条 培养单位应按照拟定的招生考核办法，开展招生考核工作；按照拟

定的录取标准，开展录取工作。在招生考核、录取工作中，应本着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杜绝徇私舞弊等。培养单位录取工作结束后，需将完备的招生考核、

录取、考生个人信息等文档材料报送研究生院。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方可向

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十条 培养单位在境外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应按照教育部和我校的有关

规定、以及《华侨大学关于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暂行规

定》，本着对学生负责、为学校负责的精神，把握质量标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教学程序，注重提高培养质量，使学生真正学有所成，取得真才实学。

第十一条 对于在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学业、通过学位论文

答辩的境外研究生，学校将准予毕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将按照教育部和我校

的有关规定、以及《华侨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侨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审议学位授予资格，通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者将获得相应的学位。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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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境外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管理办法
(研究〔2014〕28 号 2014 年 7 月 7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保证我校境外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规

范我校境外研究生的学位授予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高等学校

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 9号），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学位〔1991〕17 号）

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述的境外研究生包括在我校就读的各类外国留学研究生、在

我校就读的港、澳、台、侨研究生。

第三条 境外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遵守我

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遵守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相关规定。

第二章 境外研究生培养

第四条 原则上我校的境外研究生应该采取脱产的培养方式，即整个培养过程

在学校、相关培养单位或联合培养单位完成。如确因需要，经指导教师同意，培养

单位和研究生院批准，境外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论文撰写等可以部分时间在校外完

成，但在校内进行论文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半年。境外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原则上在

校内完成。

第五条 境外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2～3年，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5～6年。

境外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8年。硕博连读境外研究生

的学制为 5年，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9年。具体参见入学当年相应学科的培养方

案或个人培养计划。

第六条 境外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入学、注册、转学、转专业、休学等学籍管理

环节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华大研〔2013〕27号）执行。

第七条 境外研究生的毕业学分要求、所需修读的课程要求等按照入学当年相

应学科的培养方案或个人培养计划执行。

第八条 境外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等培养质量监控环节

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华大研〔2013〕

28 号）执行。

第九条 境外研究生的课程修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在校内修读、组织我校

教师到学生所在地进行教学或免修的方式。

第十条 课程免修。境外研究生的部分课程免修除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教学

管理办法》（华大研〔2013〕33 号）执行外，申请人还可以提供本人入学前 3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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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修读的课程名称、考核成绩及两名专家（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相应学科

人员）的推荐信等材料，由培养单位组织同行专家（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人

员）至少 3人对申请人已修读课程的性质、成绩等予以判定，确定是否达到免修的

条件。

第十一条 境外研究生有关培养方面的其它常见事项参见入学当年编辑适用的

《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常见事项办理程序》。境外研究生开题、中期检查等培养环节

的时间安排见每学期由研究生院下发的相关通知。

第三章 境外研究生学位授予

第十二条 境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原则上应该使用汉语，确因需

要，也可用英语撰写论文和答辩，但必须有汉语撰写的论文摘要并预先告知答辩委

员会。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按照入学当年编辑适用的《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基本要求和撰写格式》执行。

第十三条 境外研究生的论文送审条件、评阅合格条件以及答辩按照《华侨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评阅答辩的管理规定》（华大研〔2013〕28号）执行。

第十四条 境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送审、答辩等学位环节的时间安排见每学期

由研究生院下发的相关通知。有关学位方面的其它常见事项参见入学当年编辑适用

的《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常见事项办理程序》。

第十五条 境外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按照《华侨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华大综

〔2014〕6号）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我校为境外研究生颁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的文字内容，均按规定用汉语填写，同时还为外国留学研究生提供用英语印制

的学位证书译文副本，两种版本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4 级开始实施。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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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试行）
（华大研〔2014〕7 号 2014 年 2 月 14 日印发）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强化导师责任，提升指导能力，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等有关文件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和

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遴选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包含学术学位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博士生导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以下简称“学术学位硕导”）、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指导教师（以下简

称“专业学位硕导”）、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实践硕导”）四

种类型。按岗位性质分为校内专职导师和校外兼职导师。

第二条 研究生导师岗位按需设置，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师资队伍情况、研

究生培养质量和年度招生需要，实行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和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

审核制度，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明确责任，增强研究生导师队

伍的活力。

第三条 研究生导师遴选遵循自愿申请、分层审议原则。遴选工作充分发挥

培养单位和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自主性，尊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评审意见。

第四条 研究生导师遴选原则上按一级学科学位点申请，没有一级学科学位

点的，按二级学科学位点申请。申请人正在从事的教学科研必须与所申请遴选的

学科学位点方向一致。

第五条 遴选新增博士生导师每两年进行一次，遴选新增硕士生导师每年进

行一次。因引进人才需要新增博士生导师，由学校学位授予委员会讨论审议。新

遴选通过的研究生导师第一学年具有相应类型研究生的招生资格；所有研究生导

师从取得导师资格的第二年起，每年招生前都需要进行招生资格的审查，取得招

生资格者才能在当年度进行招生。招生资格审查标准及办法另文规定。

第二章 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

第六条 新增研究生导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和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高等教育事业，有

较强的事业心、进取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能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协作，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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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健康，每年保证能有半年及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三）硕士生导师申请者年龄应在 56 周岁及以下（以申报当年 1月 1日及以

后出生为准，下同），博士生导师申请者年龄应在 59 周岁及以下。

（四）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与突出的研究特色或优势，对所申请的研究方向

能发挥带动作用，有利于凝练学科方向，提升学科影响力。

（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较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和科研经验，且具有所

申请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

第七条 新增博士生导师应具备的业绩条件

（一）具有博士学位并聘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未获得博士学位人员，须聘

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年以上。

（二）独立完整地指导过一轮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三）有一定可支配的研究经费，申请时在账经费累计总额：人文社科领域

纵向经费不低于 5万元（人民币，下同）或各项经费合计不低于 15 万元，自然科

学领域纵向经费不低于 20 万元或各项经费合计不低于 60 万。

（四）近五年科研成果丰硕，满足下列条件：

1.具有本专业高水平的科研项目：

人文社科领域：主持（在研，下同）1项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或

主持 1项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或主持 1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自然科学领域：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2.具有本专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第一作者在一类 A 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篇；或

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篇，其中至少 2篇为第一作者；或在二类 A及

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篇，其中至少 3 篇为第一作者且至少 2篇发表在一类期

刊。

自然科学领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篇，其中，（1）

物理、光学、材料、化学、生物医学学科应是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表，且至少 1

篇发表在 SCI2 区及以上刊物；（2）机械、化工学科应是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表，

且至少 1 篇发表在 SCI3 区及以上刊物；（3）土木学科应是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

表，且至少 1篇发表在 SCI 及以上刊物；（4）建筑学科应是在二类及以上刊物发

表；（5）其余学科应是在二类 A及以上刊物发表，且至少 3篇发表在一类期刊并

至少 1篇被 SCI、EI（正刊）全文收录。

3.获国家科技三大奖（前三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社科成果一等奖（前

二名），或二、三等奖（第一名）；或国家级教学研究成果特等奖（前二名），

或一、二等奖（前二名）；或省级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前二名）；或授

权发明专利 3项（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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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五年到账经费累计总额：人文社科领域各项经费合计到款不低于 100 万

元；自然科学领域各项经费合计到款不低于 400 万元，其中，横向经费不低于经

费总额的一半。

具有博士学位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应同时满足上述１、2两项条件；

未具有博士学位但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年以上，以及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还应同时满足上述３、4条件之一。

具备上述 3、4条件之一者，1、2条件可降低 1项。科研项目调整为：人文社

科领域主持 1 项省部级项目（不包括青年项目），自然科学领域主持 1 项省部级

重点项目。学术论文调整为：人文社科领域：以第一作者在一类 A 及以上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1 篇；或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篇，其中至少 2 篇为第一

作者；或在二类 A 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篇，其中至少 3 篇为第一作者且至

少 1 篇发表在一类期刊。自然科学领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学术

论文 5篇，其中，（1）物理、光学、材料、化学、生物医学学科应是在一类及以

上期刊发表，且至少 1篇发表在 SCI3 区及以上刊物；（2）机械、化工学科应是

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表，且至少 1篇发表在 SCI 刊物；（3）土木学科应是在一类

及以上期刊发表；（4）建筑学科应是在二类及以上刊物发表；（5）其余学科应

是在二类 A 及以上刊物发表，且至少 2 篇发表在一类期刊并至少 1 篇被 SCI、EI

（正刊）全文收录。

第八条 新增学术学位硕导应具备的业绩条件

（一）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并聘任副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并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近五年科研成果较好，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具有博士学位的中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应主持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或应满足下列 2项条件）：

1.主持 1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学术论文：

人文社科领域：以第一作者在二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篇，其中至少 2

篇为二类 A及以上刊物；艺术类学科应以第一作者在三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4篇，其中至少 2篇为二类期刊。

自然科学领域：以第一作者在二类 A 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其中物

理、光学、材料、化学、生物医学学科至少有 2 篇在一类期刊上发表，其余学科

应有 1篇在一类期刊上发表；建筑学科应在三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 篇，

其中至少 2篇为二类期刊；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项（第一名）。

3.以第一作者出版 1 部学术著作或译著（本人完成 8万字以上），并于近五

年以第一作者在二类及以上刊物发表 2篇与该著作相关的学术论文。

4.主持横向课题和科技开发，近五年到账科研经费累计总额人文社科领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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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20 万元、自然科学领域不低于 80 万元。

第九条 新增专业学位硕导应具备的业绩条件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并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近五年科研成果较好，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 1项厅局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以第一作者在二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篇；建筑、艺术类学科应以

第一作者在三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其中至少 1篇为二类期刊；或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以第一作者出版 1 部学术著作或译著（本人完成 8万字以上），并于近五

年以第一作者在三类 A及以上刊物发表 1篇与该著作相关的学术论文。

4.主持横向课题和科技开发，近五年到账科研经费累计总额人文社科领域不

低于 12 万元、自然科学领域不低于 48 万元。

第十条 新增实践硕导应具备的业绩条件

（一）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且聘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

当于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或规模以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或具有国家级高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且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

（二）原则上应在遴选专业相关领域工作 8年以上，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取得突出业绩，在所在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具有指导研究生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课题研究的能力，能够为研究生

的实践创新提供相应的业务指导和科研条件。

（四）我校研究生工作站或者与我校建立科研合作关系的单位负责人或高层

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特聘研究生导师的遴选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 新增博士生导师同时具备相应学科学位点的学术学位硕导资格，

新增学术学位硕导同时具备相应学科学位点的专业学位硕导资格。

第三章 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程序

第十三条 新增研究生导师的遴选程序

（一）发布通知

研究生院每年 3 月前发布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通知。各培养单位可自行制定

不低于本办法规定的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的推荐标准和办法（以下简称“培养单

位遴选办法”），报相应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将遴选办法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备案。

（二）个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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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遴选研究生导师者，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申请时须提交《华侨

大学新增研究生导师资格申请表》，并提交相应的审核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新增博士生导师申请者须同时提交 2 篇与所申请学科学位点研究领域相关的

学术论文作为代表作（至少 1篇在一类及以上学术期刊发表），由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办公室送 5 位省外有博士生培养经验的同行专家进行学术水平鉴定。省外

专家盲审结果上报相应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

（三）培养单位推荐

培养单位根据本单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工作的需要，以及相

应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培养单位遴选办法，对申请者资格进

行审核，将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推荐给相应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四）培养指导委员会初审

各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根据培养单位遴选办法，对推荐的申请人材料

进行初审。重点审核申请人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是否符合本学科范畴，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符合培养单位遴选办法规定的条件。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将初审结果反馈给培养单位，培养单位汇总后将汇总

表及相关材料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进行汇总整理。

（五）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严格按照本办法要求，对研究生培

养指导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及其申请材料进行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3 及以上委员出席会议，表决方为有效；到会委员同意票数

达到 2/3 及以上，视为表决通过。

（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审核学位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拟遴

选的研究生导师名单，并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3 及以上

委员出席会议，表决方为有效；到会委员 2/3 及以上同意，视为表决通过。

（七）学校公示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的新增研究生导师名单全校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

作日。公示期间对新增导师有异议的，可实名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书

面材料，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应在７个工作日内组织调查，并将结果向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报告；公示无异议的，学校发文公布。

第十四条 对考核程序、推荐程序、推荐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召开前，本人以书面形式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诉，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办公室应在７个工作日内组织调查，并将结果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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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生导师直接认定条件与程序

第十五条 研究生导师的直接认定条件

（一）近五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且年龄在 59 周岁及以下的人员，可不用参加

遴选，直接认定为我校相应学科学位点的博士生导师。

1.由境外高水平大学、国内 985、211 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或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一批举行的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中排名前

20%的学科引进到我校的教师，已在原单位获得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

在原单位单独或以第一导师身份指导 1名博士研究生满一年者。

2.获得以下重要奖项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人员：国家科技三大奖（前二名），或国家级教学研究成果特等奖（前

二名），或国家级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第一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社科成

果一等奖（第一名），或省部级教学研究成果特等奖（第一名）。

3.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获得国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或提名

奖或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的博士生导师。

4.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人员，主要指：千人计划（含青年千人）入选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和国家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入选者。

5.达到《华侨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试行）》(华大职〔2013〕2

号)文件规定的破格晋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条件者。

6.在所从事领域有突出科研成绩或重要影响，且被学校聘任为兼职教授一年

及以上的特殊人才，原则上具备本办法博士生导师遴选的基本条件。

（二）近五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且年龄在 56 周岁及以下的人员，可不用参加

遴选，直接认定为我校相应学位点的学术学位硕导。

1.由境外高水平大学、国内 985、211 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或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一批举行的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中排名前

20%的学科调入我校的教师，已在原单位获得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在

原单位单独或以第一导师身份指导 1名硕士研究生满一年者。

2.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社科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或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第

一名）的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3.入选省部级人才项目人员，限指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闽江学者、桐江学者、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福建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厦门市双百计划入选者。

4.达到《华侨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试行）》(华大职〔2013〕2

号)文件规定的破格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条件者。

第十六条 新增研究生导师直接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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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向培养单位提出申请，提交有效的证明材料；经培养单位推荐，相应学

科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主席审批。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要求的科研条件相关内容，计算时间均为申请当年往前

推五年的 1月 1日起至申报当年的 12 月 31 日止。

第十八条 项目论文论著等成果认定

（一）项目研究期限以立项时文件规定的为准；项目级别不明确的以学校科

学技术研究处、社会科学研究处认定的为准；所列经费计算均不含学校资助的各

项经费及针对单位和集体资助的项目经费。

（二）学术期刊分类和成果认定以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处、社会科学研究处核

定公布的期刊目录和成果认定办法为准。目录如有变化，以论文发表当年的目录

为准；原目录类别向下调整的，按目录类别不变、同等类别的 B类认定。艺术类

作品（含美术、音乐、舞蹈）入选国家、省级专业协会主办的展览、演出或获奖，

可抵算为 1项科研项目或 1篇本专业学术论文，但抵算的论文数最多只能 2篇，

具体办法按《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认定办法》华大科〔2013〕

19 号和《华侨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和成果认定办法》华大科〔2014〕5 号执行。

（三）学术论文署名没有规定排名为第一作者的，均指所指导的研究生为第

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

（四）发表在论文集、增刊、专刊、专辑、一号多刊、一号多书等刊物上

的论文，会议论文（SCI 收录除外）、学位论文以及未正式发表、出版的论著、

样刊、录用通知等均不作为申报成果。

在半月刊、旬刊上发表的论文（被 SCI、SSCI、EI 收录，被 CPCI-S 全文收

录和《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

转摘的学术论文除外）不作为申报成果。

（五）应用性成果如咨询报告等，被政府采纳或国家领导人批示的，可抵算

论文数，抵算办法以社会科学研究处认定为准，但最多只能抵算 1篇。

（六）原则上第一署名单位均应为华侨大学（近两年调进人员，在调入本校

之前发表的论文除外）。

（七）申报的成果均不得有弄虚作假行为。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以往相关文件自动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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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试行）补充规定 
（华大研〔2015〕14号  2015年 5月 21日印发） 

 

学校各单位： 

鉴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艺术硕士和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点的特殊性，根据

相关学院反馈意见，经充分调研及华侨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现将《华

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试行）》（华大研〔2014〕7号）的第九条“新

增专业学位硕导应具备的业绩条件”补充规定如下：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并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近五年科研成果较好，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 1 项厅局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在所申请专业领域获得 1 项市厅级奖

项（第 1）或省部级奖项（前 3）或国家级奖项（前 4）或国家科技三大奖（前 5），

以上项目依据《华侨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和成果认定办法（试行）》认定。 

2.以第一作者在二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建筑学硕士、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艺术硕士以第一作者在三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篇，其中至少 1

篇为二类期刊；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或获得市厅级及以上所申请专业领域

相关的人才项目称号；或获得国家级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且有代表

性的专业业绩。 

3.以第一作者出版 1 部学术著作或译著或编著或工具书或教材或作品集（本

人完成 8 万字以上），并于近五年以第一作者在三类 A 及以上刊物发表 1 篇与该

作品相关的学术论文。 

4.主持横向课题和科技开发，近五年到账科研经费累计总额人文社科领域不

低于 12万元、自然科学领域不低于 48万元。 

该补充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华 侨 大 学 

                         2015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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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和管理办法（试行）
(华大研〔2014〕17 号 2014 年 5 月 30 日印发)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

研〔2013〕1 号）等有关文件的精神，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

强化导师能力与责任，规范研究生教育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结合我校研

究生教育发展需要以及有关文件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简称“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工作中的重要

岗位，是研究生全过程培养的第一责任人，除了对研究生负有学科前沿引导、科

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科研指导责任外，还应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各方

面对研究生的成长成才承担全面责任。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研究生导师包含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

简称“博士生导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学术学位硕导”）、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指导教师（以下简称“专业学位硕导”）三种类型。按岗

位性质分为校内专职导师和校外兼职导师。

第三条 研究生导师的招生与管理，根据学位点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要

求，结合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导师队伍的情况，择优聘任，动态管理。

第四条 除实践硕导外，实行研究生导师资格与招生资格分离的办法。除第

一年遴选通过的研究生导师可在当年度直接招生外，所有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的

教师，每年招生前都需要进行招生资格的审查，审查通过者才能在当年度招生。

第五条 充分发挥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学校制

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的基本条件，各培养单位综合考虑招生指标安排、学科特

点及学位点的评估和发展、师资队伍水平、导师科研成果与经费、师德表现以及

研究生培养质量等情况，在相应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充分讨论下制定不

低于学校基本条件的招生标准和办法。

第二章 研究生导师招生的基本条件

第六条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治学严谨，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在研究生导师管理考核中被暂停招生和取消导师资格者，不能申

请当年的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

第七条 硕士生导师申请人年龄应在 56 周岁及以下（以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为准，下同），博士生导师申请人年龄应在 59周岁及以下，符合学校延退条件并

经学校审批同意延退的博士生导师，申请导师招生资格年龄可延至 61周岁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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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博士生招生资格申请的导师同时具有申请硕士生的招生资格。

第八条 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出现问题被暂停招生的，不能申请当年的

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

第九条 申请人必须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该方向的研究成果，所申请的招

生方向必须是所在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已经列出并通过审核通过，并在研究生

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备案的。

第十条 申请人近三年（指申报当年前推三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下

同）在相应专业领域取得一定的科研项目和成果，具备指导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

和探索的能力。具体细则由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根据本学科和学位点及招生

指标情况制定，但不低于学校基本条件。跨一级学科申请人需同时增加所跨学科

的科研项目和成果：

（一）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的基本条件:

1.校内博士生导师申请招生时应具有一定可支配的研究经费以保障研究生开

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人文社科领域申请时账面经费（不含学校经费，下同）不低

于 3 万元（人民币，下同），自然科学领域申请时账面经费不低于 12 万元。同时

科研须满足如下条件之一：至少有 1 项主持的在研国家级项目；或人文社科领域

至少 1项主持的在研省部级项目同时三年期间到账经费不低于 5万，自然科学领

域至少 1项主持的在研省部级重点项目同时三年期间到账经费不低于 20 万；或本

专业高水平的论文要求至少有 1 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一类及以上期刊发表

的学术论文；或至少有 2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二类 A及以上期刊发表；或

授权发明专利超过 2项（第一名）；或横向课题到款人文社科领域不低于 50 万元，

自然科学领域不低于 200 万元。

2.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遵循指导在读博士生 1名的原则，所指导博士研究

生毕业后方能参加招生资格审查，可不做条件要求或由相应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

委员会另行规定。

3.近三年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获得过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省级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三等奖及以上，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国家、省（部）和学校的学位

论文抽查中优秀率 100%的，可不做条件要求。

（二）学术学位硕导申请人应满足 1 项条件要求：至少有 1 项主持的在研厅

级（不含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至少参与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排名第二）；

或至少有 1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三类 A及以上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至

少有 1项在研的横向项目同时申请时账面经费人文社科领域不低于 2万（不含学

校经费，下同），自然科学领域不低于 8万；或以第一作者出版 1部学术著作（第

一署名单位为华侨大学，本人完成 8万字以上）；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第一

名）；或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在国家、省（部）和学校的学位论文抽查中优秀率 100%。

（三）专业学位硕导申请人应满足 1 项条件要求：至少有 1 项主持的在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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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至少参与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排名第三）；或至少有 1篇

第一作者或以所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在三类及以上期刊发

表的学术论文；或至少有 1项在研的横向项目。

第三章 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查程序

第十一条 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查的程序如下：

（一）培养单位制定招生资格审查办法

各培养单位每年 1月初自定时间安排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的审查工作。

各培养单位可综合考虑招生指标安排、学科特点及学位点发展规划、师资队

伍水平、导师科研成果与经费、师德表现以及研究生培养质量等情况，自行拟定

不低于本办法第二章基本条件的招生资格审查标准和办法（以下简称“培养单位

招生资格审查办法”），报对应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个人申请

拟申请招收研究生的导师（硕士生导师在当学年度招生，博士生导师在下一

学年度招生），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申请时须提交《华侨大学研究生导师招

生资格审查表》，并提交相应的审核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三）培养单位推荐

培养单位根据本办法或培养单位招生资格审查办法，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

重点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以及符合招生资格基本条件，将符合条

件的申请人推荐给对应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跨学科申请人的申请表及相

关材料需分别推荐给对应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四）培养指导委员会审议

各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根据本办法或培养单位招生资格审查办法，对

推荐的申请人材料进行审议，重点审议申请人的科研成果与经费、师德表现以及

研究生培养质量等情况。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2/3 及以上委员出席会议，表决

方为有效；投票表决中，同意票数达到 2/3 及以上，视为通过表决。研究生培养

指导委员会将审议结果反馈给培养单位。

（五）公示与推荐

培养单位将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研究生导师名单及主要科研成

果和经费等信息在本单位网站和公告栏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

议的，由培养单位或研究生院根据情况组织调查，视情况提交所在学科研究生培

养指导委员会或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仲裁。对公示无异议的，

培养单位每年 3月底将审议通过的符合招生资格的研究生导师的《招生资格审查

表》1份、名单汇总表、培养单位审查时间总结表、“培养单位招生资格审查办法”

及相关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备案。

（六）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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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依照本办法规定，审核“培养单位招生资格审查办

法” 和培养单位推荐的符合招生资格的研究生导师名单汇总表及相关材料进行严

格审核，若有“培养单位招生资格审查办法”要求低于本办法的基本要求扣减当

年该培养单位的招生指标，研究生院对审核通过的名单予以公布。各培养单位也

应将审核批准具备招生资格的研究生导师名单及相关信息在网站予以公布，以便

开展招生宣传、复试录取和双向选择等工作。

第四章 研究生导师的招生管理

第十二条 为稳定各学位点研究方向和研究队伍，突出特色和优势，确保研

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生导师的上岗实行专业对口的原则，每位研究生导师原则上

只能在同一个一级学科下 2 个以内的研究方向提出招生申请，并且能提供与所招

生方向一致的教学、研究和工作的成果证明。第一次招生的研究生导师只能在 1

个研究方向提出招生申请。因学科发展需要，博导可跨一级学科申请，跨学科的

研究方向只能一个。因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实际需要，学术学位导师可跨相近一级

学科申请专业学位招生，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只能一个。

第十三条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一般由一位校内专职导师独立

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行专业学位硕导和实践硕导联合指导的培养机制。

鼓励各培养单位整合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向研究生

院报备并采用导师团队、联合指导等灵活的方式指导研究生，但强调第一导师对

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导师团队或联合指导的成员原则上均应具有相应新增研

究生导师遴选的专业技术职务和学位条件。

第十四条 校外非全职导师原则上不能单独指导研究生，必须与校内具备研

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者是导师团队成员联合指导，校内导师或导师团队成员作

为联合指导的信息联络员。校外导师确认联合指导研究生时，应与所在培养单位

签署联合培养协议，明确双方职责，尤其是界定校外导师和校内导师的责任，确

定首要责任人。同时接受我校相关校规校纪的约束和管理，所在培养单位和培养

指导委员会具有与校外导师的沟通与管理的责任，确实发挥校外导师的积极作用，

坚决杜绝各种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校声誉的事情发生。

第十五条 学校实行研究生导师招生限额制度，研究生导师招生指标的限定

要求如下：

1.博士生导师招生指标分配办法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

有关规定执行。

2.首次招生的校内专职硕导招生指标限定：原则上单独指导各类研究生 1名；

或者联合指导的各类研究生不超过 2名。

3.每位校内专职学术学位硕导每届招生指标限定：原则上单独或作为第一导

师联合指导各类研究生总量不超过 9名，其中，单独或作为第一导师联合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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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位研究生不超过 3名。

每位校内专职专业学位硕导每届招生指标限定：原则上单独或作为第一导师

联合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超过 6名。 跨学科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超过 3名。

3.每位校外兼职硕导每届单独或联合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原则上不超过 2名。

第十六条 博士研究生在招生报名时自主选择博士生导师，在复试录取环节尊重

博士生导师在学校基本规定条件下的选择权。

第十七条 硕士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要求如下：

1.各培养单位严格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和研究生导师招生限额等有关规定自行制定

学院导师与硕士研究生双向选择实施细则。

2. 各培养单位在硕士研究生新生（包括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入学当年的9月底

前，完成研究生新生与当年具有招生资格的导师的双向选择，并将当年度师生双向选

择产生的硕士生导师和相应的研究生名单公示 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进行解

决。

3.各培养单位每年 10 月 10 日前将学院导师与硕士研究生双向选择实施细则

和公示无异议的导师双向选择汇总表等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审核，

研究生院依照本办法严格审核，审核通过后通知培养单位，并备案公布。

4.各培养单位在双向选择过程中，将校内外硕士生导师的学科、专业、研究

方向及近三年的教学科研等情况向研究生通报，本着公开、公正原则，严格遵循

研究方向对口限定及学院导师与硕士研究生双向选择实施细则，涉及校外硕士生

导师联合指导的，应确定首要责任人。

第十八条 各培养单位负责组织当年招生的研究生导师学习有关研究生培养

管理的相关文件规定，并安排研究生新生培养方案制定等工作。

第五章 研究生导师的岗位职责和权利

第十九条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应在研究生

培养的整个过程中，全面关心研究生思想、身心健康、生活、学习和科研等各方

面的成长，负责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指导研究生开展创新研究和

学位论文研究。具体要求为：

（一）重视研究生的品行培养。了解国家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

熟悉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规章制度，教育研究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学

校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了解和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思

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教育研究生端正学风，自觉遵守科学道德

和学术道德，正确处理课外集体活动与业务理论、科学研究的关系。引导研究生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并在就业时给予指导、推荐和帮助。

（二）按照学校和培养单位的安排，参与本学科招生简章制定，协助开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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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宣传工作。承担分配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评卷、复试、录取等工作，严格

遵守考试保密原则、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按照学校和培养单位的招生计划安排

和要求招收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积极配合研究生的入学教育，并

对所指导的研究生提出明确要求。

（三）认真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

1．参与制订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根据培养方案安排所指导研究生制

定个人培养计划，注意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投

入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指导研究生，形成定期与研究生见面的制度，对研究生的指

导每月应不少于 2 次。定期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教学实践、社会实践及科学

研究等环节执行情况，审核研究生的外出学习计划（包括社会调查、搜集资料、

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外出听课等）。对在职研究生，应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保

证经常性的联系，加强指导，及时沟通，不因空间上的距离而疏于指导、降低培

养质量。按要求填报有关材料，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督导研究生按计划完成学

业和按时毕业。

2．全面负责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坚持标准，严把质量关。指

导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论文工作计划，做好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和预答辩工作。负责根据申请学位的资格条件，把握学位论文的学术标准，审阅

学位论文、提出修改意见、指导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对学位论文做出学术评价，

给出是否同意开题、送审和答辩的意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送

审、答辩、重复率电子检测以及相关工作。

3．负有对所指导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

责任。支持和指导研究生从事各类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活动，对研究生进行系统

的科研训练。对研究生在学期间投稿或公开交流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资料）、

学位论文等学术成果进行学术规范、保密等的审查，尊重研究生的合法权益（如

专利申请、论文发表等科研成果的归属与署名等）。对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

应承担相应责任。

（四）承担并认真完成研究生课程教学和其它培养环节的工作。积极开展教

学改革，根据科学技术最新发展成果和学科前沿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努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教学方法，探索考核方式的改革。积极参与研

究生的管理和考核，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必要的学习秩序和纪律。

第二十条 研究生导师的岗位权利：

（一）具有参与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建议权。

有权推荐优秀生源、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论文和科研成果。在硕博连读和申

请直博选拔中，在招生指标限额内博士生导师有推荐权和决定权。

（二）有重大科研项目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研究生导师享有招生指标的倾斜

和研究生双向选择的优先权。

157



（三）对因思想政治、品行道德、组织纪律、学业成绩、科研能力等方面存

在问题而不适宜继续培养的研究生，导师有权向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和学校提出

研究生中期分流和终止培养的建议和意见。

（四）在严格执行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校相关要求的前提下，研

究生导师可自主安排所指导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内容。

（五）具有签署有关指导、审核、推荐意见的权利。出现导师与研究生的意

见不一致应通过沟通、讨论的方式予以解决；若无法解决，且师生双方在学术上

的分歧已严重影响到研究生学业的继续完成，导师或研究生均可向培养单位反映，

培养单位做调解工作。若调解无效，则按照《华侨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有关

学术争议的申诉和审理办法》，提交书面申诉报告，由对应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学位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逐层通过全体会议进行审理，并提出

审理意见。

（六）具有学校各项制度规定中给予研究生导师的相应权利和奖励。

第六章 研究生导师的考核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导师的考核由所在培养单位负责，考核一般结合教师年

度考核进行。根据情况需要，研究生院可组织专家对导师履行岗位职责的单项、

多项工作或综合工作进行考核。

第二十二条 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课程考试等的命题、批改试卷、评

定成绩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情况的，将被认定为岗位责任事故，学校将根据责任

事故情节和后果的严重性，分别做出通报批评或暂停招生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因工作调动（调离学校、长期借调外单位工作或工作岗位有重

大变动）、出国（境）1年及以上、无故离校半年及以上、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

工作等原因，导致不能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者，学校将停止当年及下一年度招生。

研究生导师三年中出现 2次提出更换导师申请的，学校将停止当年及下一年度招

生。

第二十四条 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出现以下问题之一的，学校将视情况

停止至少一年的研究生招生：

（一）国家、省（部）和学校对其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结果同

一层次的学位论文有 2个评为不合格，或者 2年累计有 2个评为不合格。

（二）国家、省（部）和学校对其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结果出

现同一篇学位论文评价最高分（必须为优秀）和评价最低分（为不合格）相差 25

分及以上的，该篇学位论文抽查视为合格。不在上述情况之列的学位论文抽查出

现 1个不合格，再次送审 2个专家仍有 1个不合格的。

（三）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出现一人次没有通过“双盲”评审且平

均分在 65分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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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在重复率电子检测中一人次超过 50%或两

人次超过 20%的。

第二十五条 在研究生培养中，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将做出取消其研

究生导师资格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学校将移交到相关部门或国家法律部门

处理。

（一）由于导师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放松对研究生的监督或有意纵容，或

由于能力明显欠缺而未能尽到责任，导致研究生在学术道德、学术规范上出现重

大问题，学校将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和国家有关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二）思想政治、品行道德方面出现严重问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严重

违反校纪、校规，受行政记过及以上处分者；本人在学术上有弄虚作假以及其它

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行为，不宜继续担任研究生导师。

（三）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课程考试的命题工作中泄露命题内容，在

批改试卷中本人或唆使他人涂改考生答案，在评定成绩中违规私自更改成绩。

第二十六条 对于暂停招生一年及以上的研究生导师，再次申请研究生招生

资格时需在申请表备注栏作出申请说明。对被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者，如重新招

生，需再次申请取得研究生导师资格。

第七章 其 他

第二十七条 因公出差、出国（境）的导师，应妥善安排好离校期间研究生

的指导工作。离校 3 个月以内的，应向所在培养单位备案；离校 3 个月以上、半

年以内的，应同时向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备案；离校在半年以上、1年以内的，

应指定代行职责的导师，并同时报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备案；离校超过 1 年的，

必须通过所在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同时指定代行职责的导师或提出更

换研究生导师的申请，落实后方可离校。

第二十八条 研究生一般不得更换导师。因停止招生和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

等特殊情况确需更换导师，由培养单位负责协调，研究生与导师双方同意，提交

更换导师申请，培养单位和研究生院逐级审批后，方可予以更换。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以往有关文

件若有与本办法不相符之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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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导师培养经费 

结余款项使用与管理办法 
（研究〔2014〕22号  2014年 5月 4日印发） 

 

第一条 为完善我校研究生导师培养经费管理，合理安排和使用培养经费，

解决研究生导师经费管理改革期间的问题，充分发挥现有培养经费的最大功效，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研究生导师培养经费结余款项，包括我校现任研究生导

师指导往届研究生的培养经费结余；已退休或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再担任我校研

究生导师的，其担任我校研究生导师期间研究生培养经费结余。 

第三条 我校现任研究生导师指导往届研究生培养经费结余，可用于支出其

目前所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及所发生的差旅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版面费、复

印资料费，研究生的论文送审、答辩等费用；但不得用于导师个人的教学科研。 

第四条 我校现任研究生导师指导往届研究生培养经费结余，也可用于支出

其目前所带研究生科研实验所需的实验材料费，但必须按《华侨大学物资采购管

理办法（试行）》（华大设〔2011〕5 号）、《华侨大学物资采购实施细则（试行）》

（华大设〔2011〕6号）、《华侨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华大设〔2013〕8号）

和《华侨大学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华大设〔2013〕11号）相关规定执

行。 

第五条 已退休或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再担任我校研究生导师的，其担任我

校研究生导师期间研究生培养经费结余，由学校统一收回。 

第六条 研究生导师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

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专款专用，不得提留与挪用。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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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
（华大研〔2012〕33 号 2012 年 8 月 29 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

行实施办法》，并结合我校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我校成立学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学位分委员会。为明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

的组成原则和工作职责，更好地规范我校学位教育管理工作，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我校学位教育管理与学位评定的最高领

导机构，总体负责我校学位教育的管理和学位评定工作。

第三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学科门类层次上设立学位分委员会（规模相对较

小的学科门类与其他规模相对较大的学科门类共同组建分委员会），协助委员会的

工作。

第二章 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四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成与产生

1．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9至25人组成，任期2至3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设主席1人、副主席2人，由具有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校长或副校长担任。

2．由于工作需要，省级及以上学位委员会委员，省级及以上学科评议组成员，

校长、主管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具有教授职称的校领导，教务处、

科研处、研究生院的主要负责人可直接出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3．除直接出任的委员外，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其余委员，根据学校学位点布局

的实际情况，名额分配至各分委员会，从分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4．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正高级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

两院院士及其他特殊情况，经学校审议，年龄可适当放宽。

5．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须经过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审批，并转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6．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

第五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

1．审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条例、规章及事项。

2．审定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方案、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自主设置方

案。审查、通过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福建省学位委员会申报的新增一级学科学

位授权点。

3．审议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4．审议博士生导师申报者的任职资格和招生资格。审查、通过分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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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硕士生导师名单。

5．审查学位论文的评阅人、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审查学位论文的送审资格

和答辩资格。

6．审查、通过同意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审查、通过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的申请者名单，对每位博士学位申请者审议是否同意授予学位。

7．做出撤销错授或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8．审定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名单；负责推荐福建省、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参评论文。

9．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提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做出授予名誉

博士学位的决定。

10．组织学位授予工作的质量检查和评估。

11．研究和处理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中的争议和其它事项。

其中，第 2项在委员会闭会期间授权主席或副主席履行，第 5、8、10 项由学

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研究生院履行。

第六条 委员会会议

1．会议时间

原则上，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 2 次会议，会议时间分别为 1 月

上旬、6月中下旬，亦可视需要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

2．会议议题

审定授予各级学位人员名单，评审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审议自主设置

的二级学科学位点，及其他需要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事项。

第三章 学位分委员会

第七条 学位分委员会的设立

根据我校学科布局的实际情况，学位评定委员会下设哲学、法学、历史学分

委员会，经济学分委员会，文学、艺术学、教育学分委员会，理学分委员会，工

学、农学分委员会，管理学分委员会等 6个学位分委员会。

第八条 学位分委员会的组成与产生

1．分委员会由 5～15 人组成，分委员会设主席 1人，副主席 1～3人。

由于工作需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自动成为相关学科门类的分委员会委

员。其余分委员会委员，根据相关培养单位（相关学院和学校直属科研单位）的研究

生培养规模，名额分配至各相关培养单位，从相关培养单位中产生。

2．分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正高级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岁，两院院士

及其他特殊情况，经学校审议，年龄可适当放宽。

3．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须经过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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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委员会另设秘书 1～2人。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与分委员会委员共同

协商，从相关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秘书中产生人选，兼任分委员会秘书。分委员会

秘书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由分委会主席与副主席共同协商制定。

第九条 学位分委员会的职责

1．审核新增一级学科硕士或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方案和申报材料。

2．审核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方案，审阅二级学科自主设置的论证方案、专家评

议意见。

3．对跨培养单位设立的学科方向进行复审。

4．对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招生资格进行复审。审议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

招生资格。

5．审核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名单，对每位硕士、博士学位申请者审

议是否同意授予学位。

6．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中有关学术争议的申诉进行复审。

7．完成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校相关部门交付的与本学科门类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相关的其它工作。

学位分委员会的 1～3项职责，在分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分委员会主席授权相关

分委员会委员履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和分委员会会议，必须有 2/3 及以上的委

员出席方为有效。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决议，一般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经不少于委员会 2/3 的委员投票，并以不少于 2/3 票数通过，方为有效。

原则上，委员不能委托其他委员代为投票。

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或分委员会委员应准时出席学位评定委员会或分委员会

的全体会议，原则上不得请假。如因无法抗拒的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席会议的，

应及时通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分委员会秘书，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

分委员会秘书向委员会主席或分委员会主席转达请假的申请。连续 2次或任职期

间出现 3 次无故不出席会议者，视为自动退出委员会或分委员会。由于委员自动

退出而需增补的委员会成员或分委员会成员，由分委员会主席提名，经委员会主

席同意，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一条 分委员会成员每届任期2～3年，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期换届。

新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成立之日(以发文日期为准)起，上一任委员会、

分委员会将自行解散，学校不再另外发文通知。上一任委员会、分委员会的主席

与新任主席应做好交接工作。

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章程的解释权属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163



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设置及职责（试行）
（华大研〔2013〕6 号 2013 年 3 月 26 日印发）

为构建学校内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学校按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

成立以培养质量保证为核心任务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指导委员会。

一、培养指导委员会的设置

1．对于学术型学位授权点，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设立研究生培养指

导委员会；只具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按照所在一级学科的口径设立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对于专业学位授权点，按照专业学位类别设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

会；其中，对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按照工程领域设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指导委员会。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以共同组建一个培养指导委员会：

（1）学术型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名称相近的，可以

共同组建培养指导委员会；

（2）人员重叠较大的两个及以上培养指导委员会，可以合并组建培养指导委员会；

（3）导师人数较少的学术型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

可以合并在专业性质相近的其他培养指导委员会中。

2．为加强同一学科内部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管理，跨培养单位的学位授权点，

应共同组建培养指导委员会。

3．承担学位教育与研究生培养任务的学院、研究院、专业学位中心，负责领

导和组织研究生的招生、课程教学、导师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及其它培养

环节、学位申请与授予等工作；负责相应学位点的申报与建设、二级学科自主设

置、培养方向设置、研究生导师申报与选聘、研究生教育改革、培养方案与课程

体系的制定、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培养质量自评与评估等的组织安排、提供资

源、支撑与服务工作。

二、培养指导委员会的组成

1．培养指导委员会由 5-7 名委员组成，合并组建的培养指导委员会人数可增

至 9名，委员人数须为单数，培养指导委员会设主任 1名，副主任 1-2 名，设秘

书 1名。

2．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应具有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的经验，熟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并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

（1）本学科学术造诣精深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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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担任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尊重导师本人的意愿和所在学院、

研究院的意见，且只能参加 1个培养指导委员会。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须为研究生指导教师，优先考虑博士生导师，并

应包含一定数量的中、青年专家。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位分委员会委员自动成为相关培养指导委员会

的委员。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应优先考虑具有在实际单位工作的经历

或其教学、科研工作与实际单位结合紧密或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家、学者；应

至少吸收 2名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

3．委员会主任一般为德高望众的学科带头人，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学术权

威，其言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

力。具有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主任由博士生导师担任。

4．委员会秘书由委员会和挂靠单位协商，选聘合适的人选兼任。委员会秘书

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由委员会主任与副主任共同协商制定。

5．聘任期间不能正常参加委员会工作或不宜继续担任委员会成员或主任的，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以解聘。需增补的委员会成员或主任，在研究生院的组织下，

按照以上程序补选。

三、培养指导委员会的职责

培养指导委员会应根据国家、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相关政策、文件和有关

规定，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健全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研究

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一级学科硕士或博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材料的组织和撰写工作。

以面向需求、优化结构、推动交叉融合、形成特色和优势为目标，调研、论

证、制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方案，组织二

级学科的自主设置工作。与其他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协商交叉学科二

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尤其要重视面向学校为侨服务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

面向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面向学校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等重点工

作的二级学科学位点的自主设置工作，特别是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的自主

设置。为保证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有充足的生源，保证基本的培养规模，自

主设置的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实行总量控制，以保证平均每个二级学科的招

生人数不少于 6人。在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的总量控制下，根据需求调整、

优化二级学科结构。

以适应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凝练学科方向、突出特色和优

势、明确主攻方向为目标，调研、论证、设立本学科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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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其他培养指导委员会共同研讨，设立跨学科的学科方向。跨培养单位的学

科方向可由培养指导委员会推荐，亦可由其他培养单位推荐；由其他培养单位推

荐的学科方向，须有校内或校外本学科内的 5 名具有正高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的推

荐意见，推荐意见应阐述学科方向对学科的符合性；跨培养单位学科方向的设立

须通过学位分委员会的审议。为保证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科方向有充足的生

源，保证基本的培养规模，对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科方向实行总量控制，以

保证平均每个学科方向的招生人数不少于 3人。在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科方

向的总量控制下，根据需求调整、优化学科方向。

2．负责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

学术型研究生教育改革应强化以高水平科研为支撑的培养模式，以科学研究

和实践创新为主导，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健全寓教于研的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研究生以多种方式更多地参与高水平科研活动，着力

提高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把握学术前沿和科研创新的能力。加强具有前沿性的专

业课程体系建设，统筹博士、硕士、学士课程；增强课程前沿性和针对性，重视

课程教学对研究生创新思维和专业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改变课堂传授与科研实

践脱节的理论学习方式；推动研讨式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应创建以突出职业导向为特征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探索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体制和培养模式，加强研

究生专业知识学习和职业精神养成，着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革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加强案例等实践教学，改进教学方法，将实践教学作为评价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方面。改变理论型、封闭式的培养模式，扩大培养单

位与企业、行业的紧密结合，加强实践基地建设，推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双导

师制；突出不同职业特色和职业能力训练，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多样

化衔接。

鼓励探索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以跨学科研究为牵引，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

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产学研紧密合作、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在行业企业建立研

究生工作站、“双导师制”、成立联合研究生院等途径，探索建立跨学科的培养模

式，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与体制。

推进国际合作培养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更多地参加合作培养、访学研究、国

际会议和短期交流，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提高把握学术前沿和跨文化交流的

能力。

3．负责根据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成果，制订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研

究生培养标准、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4．推荐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指导任课教师

根据研究生培养标准制定教学大纲，开展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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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教材建设工作。

5．推荐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候选人。跨培养单位

的研究生导师候选人可由培养指导委员会推荐，亦可由其他培养单位推荐。由其

他培养单位推荐的候选人，须有校内或校外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内的 3

名具有正高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的推荐意见，推荐意见应阐述候选人的研究方向对

拟任导师的学科的符合性。

6．开展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自评工作。学术学位

点以发达国家同类质量要求为参照，以人才培养、学科特色和学科贡献为评估重

点；专业学位类别以教学、实训和就业为评估重点，吸收行业、企业的专家参与，

并与职业资格要求相衔接。

7．推荐本学科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优秀学位论文。

8．为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教育改革和相关政策问题提供意见和咨询，

为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工作的改革及发展提出建议和方案；反映广大研究

生导师和研究生的意见，就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合作办学及博士后工作等

重大问题，向学校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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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秘书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岗位职责
（华大研〔2012〕31号 2012年9月3日印发）

第一条 研究生秘书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在学院、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培

养单位”）中从事研究生教育的日常事务性管理工作，包括招生、培养和学位等方

面的管理工作。为提高我校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水平，特制定本文件。

第二条 研究生招生管理的工作职责

1．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做好招生简章的制定工作;

2．具体负责本单位研究生的招生宣传、推广及生源组织工作;

3．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制定本单位的招生计划;

4．负责本单位研究生调剂的服务工作;

5．负责研究生复试和录取的服务工作;

6．协助研究生院做好本单位新生入学工作;

7．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工作，发放和宣讲研究生管理的有

关规范。

第三条 研究生培养管理的工作职责

1．根据学校规定的培养方案制定（修订）基本原则和要求，协助本单位分管

领导组织有关学科制定（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按时维护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中的相应培养方案及课程信息，并将培养方案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备案；

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学大纲编写（修改）格式和具体要求，组织各有关任课教师编

写和修订教学大纲，协助本单位审查教学大纲是否符合要求，并按时报送研究生

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备案。

2．组织导师、研究生按时制订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并进行审核；在新生入

学两个月内收齐培养计划书，一份由本单位归档，一份报送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

公室备案；指导研究生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维护个人培养计划并审核。

3．按本单位分管领导的安排，订购研究生专业课教材。

4．负责制定本单位的排课计划，负责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课程安排（包

括上课的时间和教室）；协助任课教师确认授课时间、地点、学生等。

5．每学期审核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变动申请表》，并对系统中相应个人培

养计划、课表进行调整。

6．做好本单位研究生课程的调课、补课、考试、成绩登录和研究生课程重修

等研究生教务管理工作。

7．负责研究生成绩单和考卷的保存及存档工作，督促任课教师在每个学期开

学初两周内登录系统录入成绩并打印，再统一将纸质成绩单交至研究生院培养管

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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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做好研究生的学籍管理工作。负责指导研究生办理研究生学籍异动等相关

手续。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指导研究生办理注册、休学、

复学、延期毕业、提前毕业、更换导师、退学及出国等相关手续，准确掌握本单

位研究生人数及流动情况，并在每个学期初将未注册学生情况上报研究生院培养

管理办公室备案。

9．核算研究生教学工作量和培养经费。

第四条 研究生学位管理的工作职责

1．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组织本单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审核工作；

在开题结束后，将通过审核的研究生开题报告纸质版汇总存档，以备研究生院评

估抽查；每年 6月底之前，将审核通过的研究生开题报告的电子版（须与纸质版

一致）上传至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2．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组织本单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预答辩工

作，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3．协助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的工作，做好本单位研究生报名、图像数据校对

上报、现场拍照的组织工作。

4．做好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工作。认真审核申请学位论文送审的研究生的学

术论文发表情况（经培养单位盖章的复印件保证与原件无异，录用通知由导师签署

担保意见），审核申请学位人员的开题报告信息、缴交学费情况，按时、准确、完

整提交审核汇总表至研究生院。督促学生在学位论文之前将个人发表的学术论文在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备案（仅提供以华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本人

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

5．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审核学生信息，提交预毕业研究生名单。

6．做好学位论文送审（特别是盲审）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将经导师签署《学

位论文送审导师同意书》的学位论文送审，并将需要盲审的学位论文报送研究生院。

7．做好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工作。认真审核学位论文送审评阅成绩（评阅

结论为“修改后答辩”的评阅书，须由导师签署“已修改，同意答辩”意见），

以及答辩委员会组成是否符合学校规定等，在规定时间内向研究生院报送《答辩

资格情况汇总表》和其它申请答辩材料。

8．做好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9．协助本单位、研究生院做好研究生毕业资格、学位授予资格的审核工作。

研究生答辩后，按规定向研究生院报送《申请学位情况汇总表》及其它学位申请

材料。

10．做好学位论文电子检测工作。严格审查学生的学位论文是否符合撰写要

求和格式，在规定时间内，以培养单位为单位，向研究生院统一报送符合论文格

式要求、并经导师审阅同意送交电子检测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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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做好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的服务工作，包括学位授予相关材料的填写、

统计、归档，组织本单位研究生办理离校手续，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等。

第五条 学位点建设、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工作职责

1．协助分管领导组织本单位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建设、评估等工作。

2．协助做好研究生导师选聘、招生资格审查、考核工作。

3．协助本单位领导，向导师、任课教师、研究生做好有关管理规范的宣讲工作。

4．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做好导师、研究生的学风建设工作。

5．根据研究生教学计划，做好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检查与评估的服务工作，

掌握任课教师授课情况及导师指导研究生情况；协助分管领导做好本单位研究生

教育培养质量的检查与评估工作，学位论文抽检工作。

6．协助分管领导做好本单位研究生优质课程评选、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建设

及管理等相关工作；积极宣传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鼓励本单位研究生积极申报，

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负责组织本单位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优秀学位论文等学

业奖学金的申报和发放工作。

第六条 其它工作职责

1．熟悉并熟练使用我校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指导研究生、研究生课程的任

课教师、导师使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2．组织并督导研究生和在职攻读学位人员及时、完整、准确地提供学籍学历

电子注册和学位授予信息报送所必需的个人信息，按照学校的要求做好个人信息

的填报、维护等工作。

新生报到后的半个月内，及时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包括核对以下两

项录取信息内容：一是考生号、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入学

年月；二是录取院校、专业，层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录取类型(统考、

单招、保送等)。

组织新生在入学后半个月内完善校内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个人学籍信息；

组织全日制新生在规定的时间登录学信网核查个人学籍信息并注册。

组织预毕业全日制研究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学信网核查学历电子注册图像

信息及个人学籍信息。

在学位论文答辩后，组织预毕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和在职攻读学位人员，根据

本人所属层次、类别（学历教育博士学位、学历教育硕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申

请硕士学位、硕士专业学位），及时在校内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准确、完整填

报学位上报信息。

3．催缴研究生（自费生、委培生）的学费。

4．协助做好与研究生工作相关的各类表格数据统计填写、报送等工作；建立

各类研究生资料查询数据库等与研究生工作相关的资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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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培养单位、研究生院交付的其它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的工作。

第七条 新聘任上岗的研究生秘书，须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有关研究生教育

管理工作的业务培训。研究生秘书应参加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的必要的专门业务

培训。

第八条 每学年末，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对研究生秘书履行研究生教育管理

岗位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秘书，学校将不再继续聘用

其承担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对由于工作责任心不强或业务能力较差而导致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出现

严重违规、重大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管理工作处于混乱状态等严重问题的研究

生秘书，学校将予以解聘，并追究责任。

第九条 本文件规定的岗位职责适用于本校各培养单位的专职研究生秘书和

兼职研究生秘书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关于专职研究生秘书的其它管理规定参

见《关于设立研究生秘书（辅导员）岗位的暂行规定》。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171



华侨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建设
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研究〔2014〕4号 2014 年 2月 21 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建设管理，确保完成建设目标和建设

任务，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结合，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已经获得福建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学位委员会批

准立项，且仍处在建设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以下简称创新基地）；也适用于

我校已经获得福建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学位委员会验收通过，并处于长期建设

中的创新基地。

第二章 创新基地的经费

第三条 创新基地的经费主要来源为上级的拨款、学校的配套经费和创新基地合

作单位的自筹经费。经费是专门用于创新基地建设的资金，应专款专用，坚持使用

与管理的“专项，勤俭，效益，方便”原则。

第四条 创新基地应该根据建设目标和任务，合理使用经费，提高使用效益。

第三章 经费的划拨与检查

第五条 获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学位委员会批准立项且处于建设阶段的创

新基地，以及通过省级验收并处于长期建设阶段的创新基地将获得上级的分年度拨

款。学校将根据上级的拨款情况，第一次全额给创新基地下拨上级拨款，并视情况

给予一定额度的配套经费。

第六条 项目负责单位组织合作单位进行创新基地建设，并于下一年度上级拨款

之前一个月内，由项目负责人填写《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阶段建设检查表》（见附件

1），提交给学校研究生院的学位办负责人。

第七条 学校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对创新基地进行阶段检查验收考核。对于阶段

验收考核合格的创新基地，学校将全额下拨上级下一年度拨款，并根据成效给予适

当额度的配套经费；对于建设成效缓慢的创新基地，研究生院将提出整改意见，限

期整改，同时学校将减额甚至停止下拨上级下一年度拨款，待验收合格后，下拨后

续经费。

第八条 创新基地建设期满后上级组织验收前三个月，项目负责人填写《研究生

教育创新基地验收检查表》（见附件 2），提交给研究生院的学位办负责人。研究生

院将组织专家对创新基地进行验收预检查，并根据创新基地建设情况，提出整改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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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费的使用

第九条 经费使用范围

（一）创新基地学术活动费用

1、研究生在创新基地做出学术成果发表论文版面费；

2、参加学术会议的会议费和差旅费；

3、研究生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的手续费（专利保护费由专利权益人承担）；

4、组织专门的学术会议的会议开支。

（二）创新基地研究生培养、专家学术讲座等教育教学研究的开支

1、研究生培养资料费，材料与加工费、图书资料、低值易耗的办公用品、文献、

复印、查新费、调研等费用；

2、聘请专家学术讲座费用。

第十条 专项资金由创新基地的负责人审核支出。创新基地负责人对资金使用的

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

第十一条 创新基地的项目负责人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自觉接受财政、审

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在创新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如因主观原因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将根据

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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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
阶 段 建 设 检 查 表

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

批准时间：

建设期限：

项目负责人：

依托学科 代码：

名称：

合作单位：

填报时间：

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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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基地的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包括创新基地管理和运行制度建设，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情况等）

注：本页可加附页。

二、创新基地的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包括与创新基地密切相关的申请单位导师队伍、合作单位导师队伍建设以及其他

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等）

注：本页可加附页。

175



三、创新基地的硬件条件建设情况

（包括创新基地内管理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办公等基本研究条件的建设情况等）

注：本页可加附页。

四、创新基地的项目合作情况

（包括创新基地立项以来合作双方/或多方共同申请的项目；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

果，如专利、知识产权、论文、新产品、获奖等）

注：本页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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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基地的人才培养情况

（包括创新基地内培养的各类研究生和其他相关人才等）

注：本页可加附页。

六、创新基地的经费支出情况

（包括创新基地批准立项以来，上级下拨的、合作双方/或多方共同筹集的用于创新

基地建设发展的经费支出情况等）

注：本页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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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基地建设单位意见

创新基地建设申报单位负责人签章：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创新基地建设合作单位负责人签章： 合作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八、阶段建设检查审核意见

华侨大学研究生院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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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建设验收检查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填表时间：

项目

类别

所属行业 高等学校
项目

类型

A.基础研究；B.应用基础研究；C.应用研

究；D.试验发展；E新产品；F.推广开发；

G.其它

依托主干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项目

负责

姓名 性别
年

龄
所在单位（院、系） 项目建设时间

职称 学历
学

位

导师队伍数 高级 博导 硕导

项目

经费

情况

（万

元）

计划总投资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到位资金 省财政投入 学校配套 合作单位配套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合计

合作

单位

单位 导师队伍 其中高职称

合作项目情况

项目

建设

主要

成效

科学研究（获得

国家、省部级科

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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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产生

重大经济、社会

效益）

创新研究生

培养模式

注：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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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
（华大研〔2014〕13 号 2014 年 4 月 3 日印发）

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是我校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重要举措。为保证工作站规范有效运行，特制订本办法。

一、工作站性质

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是由建站单位申请设立，校内外单位共同建设，以项

目攻关、成果转化以及人才培养为功能，项目导向、独立运作的研究生校外实践

创新基地。建立工作站是为了构筑研究生实践教学平台、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同时有助于深化产学研合作，解决建站单位部分发展难题，提升建站单位的研究

创新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建站的基本原则

坚持“互利共赢、项目导向、权责对等、动态合作”的原则，促进华侨大学

与建站合作单位的共同发展。

（一）互利共赢。工作站的建设与运作，遵循利益均衡和共赢发展的原则。

相对而言，建立工作站，对学校，有助于培养实践创新能力强、职业发展前景好

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有助于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教学科研水平；

对建站单位，有助于借助进站研究生及依托的高校科研资源解决实践难题，有助

于储备未来高层次骨干人才，提高人才和科研创新竞争力，从而促进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对进站研究生，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提高项目攻

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的研究撰写工作，更好地与个人职

业成长成才顺利衔接；对导师及其科研团队，可以加强与业务部门的联系，促进

产学研合作，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整体的教学科研水平。

（二）项目导向。研究生进站、在站及出站均以项目为导向，即以科研项目

攻关需要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研究需要为进站标准，以项目研究为在站学习工作

的重要任务，以项目科研成果为出站考核依据。通过项目导向，促进建站单位解

决实践难题和整体创新能力，提高研究生的应用研究能力，提高学校及导师的科

研成果转化能力。

（三）权责对等。校内培养单位应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科研平台，并为进站

研究生提供学术指导和必要的团队攻关支持；校外建站单位应有良好的综合实力、

科研条件、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和安全保障，有实际的项目需求、必要的经费支

持与实践指导；进站研究生也应承担相应的项目攻关任务、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181



（四）动态合作。工作站的设立每期三年，由研究生院授牌。每年年底由研

究生院牵头组织考核，考核不合格将予以警告或者取消建站资格。三年期满后，

根据工作站运行情况以及双方意见，可以续签。

三、工作站的主要任务

（一）项目攻关

1.建站单位将项目需求凝炼为相应的研究课题，通过工作站，委托给我校相

关培养单位的研究团队，尽可能结合到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研究中，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专项攻关。

2.建站单位可组织自身研发队伍与我校研究生团队联合攻关，帮助建站单位

攻克业务难题，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创新业务/新流程/新机制，提高

产品的性能、质量和效益，提升建站单位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效益。

（二）成果转化

1.建站单位以购买等形式取得我校研究团队相应的科研成果后，通过研究生

进站工作，可以在导师团队指导下，快速有效地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

2.通过项目导向以及导师研究团队的支持，可以将研究生进站的研究成果有

效转化成建站单位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提高建站单位的整体创新能力。

（三）人才培养

1.工作站建站单位积极为研究团队提供研究设施和实践指导等条件，营造自

由、宽松的学术环境，通过项目导向，结合学位论文的研究，促进优秀高层次创

新人才成长，为建站单位培养和储备高层次骨干人才。

2.高校研究团队可根据需要，为建站单位提供咨询、诊断和指导，开展专业

培训等工作。

四、建站单位的基本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单位原则上应为企业集团、或年产值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骨

干企业和成长型企业、或规模以上的创新创业型企业、或拥有省级及以上创新平

台的企业等，且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原则上应为处级及以上单位或者重要的正科级单位。

3.拥有良好的科研条件、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和安全保障，有一批（原则上

10 人以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且实践经验丰富的高层次人才队伍，能够承担进站

研究生的应用研究指导任务。

4.没有涉税等违法行为或者发生过重大的安全、质量事故。

5.有保证工作站正常运行的专项经费，能为进站博士生、硕士生分别提供每

月不少于 1500 元、800 元的在站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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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站的设站流程

1.研究生工作站以符合条件的建站单位为主，会同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或有

关职能部门就建立工作站事宜进行协商论证和必要的实地考察，明确相关事宜

后，填写《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申请表》，随同相关材料报研究生院审核。

申报内容包括：合作双方的基本情况及合作协议，三年内拟设立的主要课题

及预期成果，计划进站研究生团队的人数和导师情况，进站研究生的工作经费、

生活资助、基本的研究工作生活条件和管理制度。

2.经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由研究生院或相关研究生培养单位代表学校与建

站单位签订《关于联合建设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书应

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建站目标、双方责任和权利、成果与知识产权归属、合作年

限等。

3.双方签订协议后，以建站单位为主，学校各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院等有关部

门配合，成立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并视情况举行挂牌仪式。

六、研究生的进站与出站

相关培养单位要全力支持和鼓励研究生或研究生团队进站，会同研究生院建

立合理的研究生选拔、管理机制，积极参与、配合工作站管理机构对进站研究生

的管理与考核工作。

1.研究生进站程序

（1）双方签订协议后建站单位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及研发课题，提出项目任

务及进站研究生要求。

（2）校内培养单位根据与建站培养单位协商的研究生人数及要求，遴选

优秀研究生推荐给建站单位。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包括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原则上在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后，才可申请进入工作站。进

站后结合学位论文的研究开展相关研发工作，获得培养方案要求的实践环节学

分。

（3）建站单位考核确定进站研究生，并在 1周内与培养单位、研究生签订

进站协议，明确科研项目、人数、校内外指导教师、科研学习条件、日常待遇、

进站任务、时间安排、预期成果，安全责任（购买保险）以及知识产权规定等，

并抄送一份协议报研究生院备案。

（4）研究生进站，按照预定任务开展专项研究，接受双方管理及考核。

2.研究生在站管理

（1）建站单位应制定工作站运行管理的具体制度、办法以及相应的考核程序。

根据双方协议，建站单位为进站研究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科研环境，包括适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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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或实验室、进行项目研究必须的设备或资源、进站研究生的宿舍、科研津贴、

进站与离站的差旅费等，并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及调整工作岗位和时间。

（2）获批准进入工作站的研究生必须按时到建站单位报到并办理进站手续。

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应向建站单位及培养单位请假，最多可申请延期两周进站，

超过规定时间不进站者，一律视为放弃进站资格。

（3）工作站每年原则上接收 1-5 名研究生，每位研究生在站时间半年至

一年。研究生进站工作时间计入实践教学活动时间。

（4）在站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学校聘请工作站所在单位理论水平较高、

实践经验丰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工作站校外导师。校内导师与

校外导师密切合作，根据培养方案共同制定和实施培养计划，在研究生的实践环

节、论文实际工作等方面进行指导。进站研究生应定期（每周一次）向校内导师

报告工作和论文进展情况。

（5）进站研究生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以及建站单位的各项管理

制度。因违反有关规定或协议造成不良后果的，由研究生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6）研究生在站期间，因公导致伤、残、亡的，在校方的协调下，按照建

站单位有关规定处理，由建站单位承担有关费用。研究生若非因公致伤、残、亡

的，按学校和建站单位有关规定处理。

（7）进站研究生应做好相关保密工作，不得向他人透露工作中涉及到的建

站单位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秘密，在站期间所形成的研究成果，须经

建站单位及指导教师审定同意，方可在国内外期刊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

3.研究生出站管理

（1）研究生出站时应有明确的考核要求（如研究报告或发表论文、专利等）。

（2）研究生进站期满，提前半个月，填写出站申请表给建站单位，并提交

相应的在站成果、出站报告。

（3）研究生的出站由工作站管理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组织专家和企业导师

对出站成果进行考核评审，予以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的评价，并提供相

应的证书。培养单位根据评价等级确定研究生实践环节学分，报研究生院备案。

（4）进站研究生因特殊原因，确实不宜继续在站者，允许中途退站。研究

生中途退站应经校内导师和培养单位同意，填写退站申请，经工作站管理委员会

审批，报研究生院备案。中途退站者原则上不再安排第二次进站。

（5）研究生在站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毕业期限，但根据工作站的需要

或个人实际情况，在站研究生可以申请适当延长学习年限，经导师及培养单位同

意后办理延期出站手续及延长学习年限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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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站研究生出（退）站时，必须向建站单位移交相关资料，并在必要

情况下接受保密审查。

七、工作站的管理与保障机制

（一）工作站的管理机构

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由研究生院统筹管理，负责工作站的审核、批准、签

约、监督考核、协调管理等工作。

各研究生工作站成立工作站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分别由建站单

位负责人和华侨大学培养单位负责人（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建

站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校内培养单位及有关部门人员、研究生导师等。管理委

员会具体负责制订本单位工作站管理办法、合作计划及实施方案，落实课题研究

经费，遴选进站研究生团队，保障进站研究生和导师必需的科研、生活条件。管

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建站单位，安排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工作站的日

常运行管理与考核工作。日常工作包括研究生进站与出站管理，进站研究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学习、科研、生活及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进站研究生的纪律与考勤

等，并定期向研究生院汇报工作站各项工作。建站单位要积极创新工作站管理机

制，切实提高建设效益。工作站管理委员会至少每年应召开一次例会和年度评估

总结会。

（二）工作站的考核

工作站实行年度考核制度，工作站应于每年的一月份总结工作站上一年度工

作，并向研究生院提交年度考核自评报告，研究生院对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

的取消工作站资格。三年期满，建站单位或工作站应提前三个月提出考核申请，

研究生院对其进行全面考核，考核合格的，可申请继续设站。考核主要内容如下：

1.工作站保障进站研究生团队生活、科研条件的情况；

2.工作站研发课题或项目进展情况；

3.建站单位与我校共同申报产学研合作项目情况；

4.建站单位与我校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等的情况。

5.研究生或研究生团队在建站单位科研工作中的表现及作用。

（三）导师职责

1.进站研究生的校内导师应制定进站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并协助校外导师一

起制定研究生在站期间的学习与科研计划，报工作站管理委员会。

2.校内导师应关注研究生在站期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定期到建站单位对

进站研究生的学习与科研进行指导，加强与校外导师以及工作站管理委员会的沟

通交流，共同做好进站研究生的学习与科研指导，并及时处理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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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内导师应做好进站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加强与校外导师的沟通

以及对进站研究生论文写作进展的督促，确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四）成果与产权

研究生在站工作期间所形成的科研成果，经建站单位和导师双方认可，可在

国内外期刊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科研成果署名单位原则上为学校和建站单位

双方，科研成果的产权归属由双方协商规定。

八、附则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以往有关文件若有与

本办法不相符之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申请表

2.关于联合建设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的合作框架协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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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

申请表

工 作 站 名 称 ：

建 站 单 位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

校 内 培 养 单 位 ：

建 站 日 期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制

二零一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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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名称

面向类别（领域）

负责人 职务/职称
联系

方式

工作站地址

建站单位基本情况

建站单位名称 性质 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

建站单位类型 企业
创办

日期

主要从事领域

规模/级别/平台

可为进站研究生

提供的津补贴
博士研究生 元/月，硕士研究生 元/月

人才队伍情况
员工数 人；其中，博士 人，硕士 人，本科 人；

正高级职称 人，副高级职称 人；高级资格证书 人。

建站单位基本情况（能够支撑研究生开展学习研究的重要研究平台、研究领域、技

术特色及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实验与设备情况，近三年运行情况等）

188



近三年与有关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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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主要培养单位基本情况

培养单位

进

站

相

关

学

科

情

况

学 科 名 称
学位授权

（博士/硕士）

重点学科级别

（国家级/省级/校级）

具有相关校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名称

近三年承担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地厅级及其

他 项。

拟

进

站

导

师

情

况

姓名
专业技术职

务
博导/硕导 专业方向

现指导研究生数

博士 硕士

拟进站研究生

团队计划

2014 年进站人数 2015 年进站人数 2016 年进站人数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进站研究生团

队总负责导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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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站研究生团

队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

箱

工作站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工作站主要研究课题、预期目标、工作任务与进度安

排、兼职指导教师队伍、条件建设与资源共享等）

工作站管理制度及后勤保障（工作站管理模式、管理委员会及成员、后勤保障机制、

监督考核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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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与审批意见

申报意见：

建站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意见：

培养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研究生院（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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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联合建设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的

合作框架协议（模板）

甲方：华侨大学XXXXX

地址：

电话：

乙方：

地址：

电话：

为推进产学研合作，深化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优势、学科优势、专业优势，促进高校更好地为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经友好协商，本着互相协作、互惠共赢的原则，甲乙双方就共建

“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达成如下协议：

一、机构与名称

（一）甲方与乙方合作成立工作站，对外名称为“华侨大学研究生工作站”。

（二）工作站的建设以乙方为主，共同管理。甲乙双方协商在乙方所在地成

立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工作站的运行，协调双方的合作。

二、工作站建设目标（各工作站根据具体合作内容进行调整）

（一）合作承担华侨大学 XX（培养单位）与乙方（建站单位）相关课题（项

目）的研究工作。

（二）每年接收 1-5 名研究生进工作站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并完成研究生

培养计划中所要求的科研工作任务。

（三）双方合作做好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

开展必要培训。

（四）以工作站为平台，利用建站单位现有的科研条件，双方广泛开展教学、

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由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进站研究生进行与课题相关的研究

工作，并与研究生学位论文有机结合。

三、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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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双方协商确定的研究任务及人数等要求，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研究生

到工作站开展以项目为导向的专业研究实践。进站时间为6到12个月。

2．协助、督促乙方为进站研究生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和必要的生活条件等。

3．协助乙方对进站研究生进行管理，加强进站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安全教

育、保密教育及其他有关规章制度教育。

4．负责协调有关培养单位与乙方共同指导进站研究生按计划开展进站专业研究任

务，共同做好进站研究生的各项考核工作。

5．按照华侨大学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选聘乙方符合条件的人员为进站研究生

合作导师。

6．进站研究生非因公致伤、残、亡，或非因公生病的，配合乙方按有关规定

处理。

7．积极协助解决乙方发展中的相关技术或管理问题。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与甲方联合成立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制定工作站管理办法、合作计划和实

施方案，落实日常运作、项目研究、研究生生活补助（博士生每月不少于 元、

硕士生每月不少于 元）等经费，保障进站研究生和导师必须的科研生活条件。

2. 每年梳理出相关研究项目，与甲方沟通当年进站研究生的主要研究项目以

及进站人数和相关要求。

3. 为进站研究生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和安全的学习科研环境，对进站研究生进行

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及时向甲方反馈合作项目进展情况，评价考核学习科研情况，

确保进站研究生培养质量。

4．为进站研究生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承担进站研究生

因公致伤、残、亡及因公而生疾病的相关责任和费用。

5．为甲方推荐符合要求的进站研究生校外导师人选。

6. 工作站管理委员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例会和年度评估总结会，并向华侨大

学研究生院提交年度考核自评报告。

四、成果与产权

（一）进站研究生在工作站工作期间依托乙方设备、项目、课题或在乙方合

作导师指导下所形成的研究成果，经甲乙双方同意，可公开发表，论文署名单位

为甲乙双方，署名顺序由成果主要完成人协商确定。

（二）对上述研究成果，除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及当事人均有使用或转让

的权利。

五、其它

（一）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协议期限为 3 年，自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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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中途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双方可解除协议。协议期

满，视情况可续签协议。

（二）甲乙双方可以在对外发布信息中使用双方共建工作站的名称。

（三）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四）本协议壹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执行代表（签字）： 执行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

一、本协议书仅供各培养单位参考，不必严格按此协议内容起草。协议内容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协议书要尽量保证学校、学生的利益，同时也要满足

合作单位的合理要求和意见。

二、本协议书可以由研究生院与乙方单位签署，也可以由培养单位签署，注

意双方对等。

三、本协议书研究生院 1份、培养单位 1份、建站单位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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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
（华大研〔2012〕30号 2012年8月31日印发）

为倡导良好的学风，促进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发展，提高研究生学术道

德水平，规范研究生的学术行为，严肃研究生学术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华侨大学学术道德规

范》、《华侨大学学术纪律处分规定（试行）》等文件，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实际情

况，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学术道德

第一条 学术研究要遵循国家大政方针，努力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第二条 学术研究要遵循科研规律，致力于创造对科学和社会有较大贡献的

原创性学术成果。

第三条 学术研究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学风严谨，材料真实，数据可靠。

第四条 学术研究要具有集体观念和团队协作精神，诚实守信，甘于奉献。

第五条 学术研究要具备学术良知，客观公正地对待他人劳动成果。

第六条 学术研究要具有法制观念，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遵守学术界公认

的其他伦理准则。

第二章 学术规范

第七条 研究生应全面系统掌握专业知识，在作业、征文和实践作品中严禁

作弊和抄袭。

第八条 在学术研究与活动中，要规范地设计实验和调查过程，保证实验数

据、调查资料、原始记录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重复性。

第九条 在学术研究中获得的全部实验结果和调查资料等，必须如实报告，

妥善保存备查，离校时按要求转交导师或实验室，不得隐匿。

第十条 论文写作（含发表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不得侵占他人劳动成果，

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引用他人成果必须注明出处，不能仅笼统致谢，且引文不

能构成个人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和实质内容。从他人学术成果中转引第三人的成

果，亦须作出说明并正确地列出参考文献。凡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研究

成果，如理论、原理、观点、方法、技术、数据、图表、程序等，必须明确说明

并详细列出有关文献的名称、作者、年份等细节。

第十一条 学术成果的发表、发布应通过正常渠道；应经过而未经过同行质

（论）证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应向媒体发布。

第十二条 凡作者单位署名为“华侨大学”或作者署名中含有本人导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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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署名位次）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征得导师同意。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

研究成果，应把“华侨大学”作为第一署名单位。

第十三条 研究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标注为“华侨大学”承担或设立的基金

项目资助时，必须经项目负责人授权。

第十四条 合作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正式发表时要经所有署名人认可。

第十五条 严禁一稿多投或改头换面把没有实质区别的研究内容作为多项成

果发表。

第十六条 学位论文写作必须符合《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及

撰写格式》。在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中应当严格遵循学校相关规定，不得以任何形

式和不正当手段干扰其公正性。

第三章 失范处理

第十七条 研究生如违反学术规范，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警告，严

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撤销学位等。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在

职申请学位人员取消学位申请资格）处分：

（一）将他人作品或研究论文改头换面据为己有；

（二）未经指导教师或任课教师许可，将教师的讲义、课堂记录或集体研究

成果私自发表；

（三）大量抄袭他人作品或研究论文的内容与文字超过 30%（含 30%）；

（四）故意藏匿、隐瞒重要科研结果或科学发现，将学校科研成果私自出让；

（五）伪造、篡改实验结果和数据得出虚假成果；

（六）偷换署名或通过不正当手段改动署名顺序；

（七）伪造、篡改发表文章接收函、录用通知和文章清样；

（八）填报、提供虚假的学术成果；

（九）伪造、编造专家意见、证书或其它证明学术能力的材料；

（十）委托他人代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一）在导师不知情情况下发表署名导师的文章且造成不良影响；

（二）未经他人同意将合作的研究成果私自发表、发布或转让；

（三）冒用他人名义申报项目和成果且造成不良影响；

（四）相同论文在未经学术期刊同意情况下在不同的学术期刊先后发表，且

造成不良影响；

（五）未经项目负责人授权，发表成果标注“华侨大学”承担或设立的基金

项目资助，且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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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

（一）故意夸大研究成果的科技含量、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

（二）为增加个人学术成果数量，将内容无实质差异的成果作为多项成果发表；

（三）在没有参与研究的成果中署名；

（四）在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和学位申请时违反学校相关规定，以不当形式

和不当手段干扰其公正性；

（五）在应独立完成的作业中抄袭。

第二十一条 对已经毕业并获得学位者，如查实其在学期间投稿、发表的论

著或学位论文存在剽窃、抄袭行为，将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撤销其已获学位。学

位被撤销依规定报上级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未经学校允许，无偿使用华侨大学的成果或将其变为非华侨大

学成果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并依据学校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考试纪律者按华侨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其它违背公认的学术准则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

至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有学术失范行为的研究生当年度德育考核为不及格；不得参加

当年度各类奖励的评定，已经评定的各类奖励予以追回，并取消荣誉称号；减发

或停发“助研”奖学金。

第四章 处理程序

第二十六条 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负责受理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的举

报、投诉，并根据举报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对举报、投诉事项正式

立项调查。举报必须有事实依据，原则上不受理匿名举报。

第二十七条 对正式立项调查的举报、投诉，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将责

成有关学院、科研院（所）（以下统称为“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成立３人以上

的调查小组进行落实，负责形成调查报告，并根据本规范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调

查报告需由调查小组成员签字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必要时可咨询培养单位学术

委员会，对有关事实进行进一步认定。

第二十八条 调查小组可要求相关人员提供证据或到会说明情况，并将初步

处理意见于 15个工作日内书面报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第二十九条 研究生院根据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初步意见及本规范的规定提

出具体处理意见，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并做出最终裁决。

第三十条 对正式立项调查的举报、投诉，若确认被举报人、被投诉人未违犯

学术纪律，学校将公布认定结论以消除对被举报人、被投诉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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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若确认被举报人、被投诉人未违犯学术纪律，且举报、投诉系

恶意所为，应视情节轻重向学校建议给予举报人、投诉人相应的处分或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委员会申诉复

议，经复议认定后的结论不再复议。

第三十三条 为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在受理举报、投诉及调查认定过程中，

研究生院及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必须采取保密措施。除公开听证外，一切程序和

资料须严格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调查和处理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在华侨大学攻读学位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和在职

攻读（申请）学位人员，以及在攻读（申请）学位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毕

业研究生。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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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有关学术争议
的申诉和处理办法

（华大研〔2012〕29 号 2012 年 8 月 29 日印发）

为提高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质量，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有关

学术争议的申诉和审理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若在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的各环节，包括课程教学、学位论文

工作、学位授予等环节出现学术争议，且争议已经严重阻碍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工作的正常开展或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当事人一方可提出申诉。

研究生应尊重导师指导和签署有关审核、推荐意见的权力。研究生若对导师

的指导和有关的审核、推荐意见等在学术上有异议，应尽量通过与导师沟通、讨

论的方式予以解决；若通过沟通、讨论仍不能达成一致，且师生双方在学术上的

分歧已严重影响到研究生学业的继续完成，研究生可向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反映，

由学术委员会做调解工作。若调解仍未达到效果，则研究生可提出申诉。

第二条 申诉者向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提交由本人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诉报

告，由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逐层通过全体

会议予以审理，并做出审理意见。

第三条 上述各级学术组织审理申诉的会议，出席的委员人数不得少于 2/3。

若出席会议的委员对申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则由出席会议的委员形成审理意

见，由委员会主席签字；若出席会议的委员对申诉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则针对

是否同意申诉报告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内容，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若申诉的主要

意见内容是针对经学校或有关管理规定授权的考核、审核、评审、审议、审查等

的结论（如课程考核成绩、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指导意见或审核意见、学位论文评

阅人的评阅意见等），则需 2/3 及以上的同意票数，方可认定会议同意申诉的主要

意见内容；对于其它的申诉主要意见内容，则需半数及以上的同意票数，即可认

定会议同意申诉的主要意见内容。

第四条 如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

在做出审理前有必要征求同行专家意见，可由研究生院征求 3～5位校外同领域专

家的意见，以作为审理的参考依据。

第五条 若通过上述各级学术组织审理，发现申诉涉及的有关人员有违反学

术道德、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有确凿证据的，对于校内人员，将依照有关

规定进行处分；对于校外人员，则向其所在单位进行通报。

第六条 不属于学术范畴的其它申诉内容，由学校其他有关部门直至校长办

公会议审理，做出审理意见。由学校其他有关部门审理的申诉，由申诉者直接将

本人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诉报告提交到该部门；需要由校长办公会议审理的申诉，

由申诉者直接将本人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诉报告提交到校长办公室。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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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8 年 8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号公布 

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高等教育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 

   第三条 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

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 

  第四条 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五条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六条 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举

办高等学校，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

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第七条 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第八条 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

等教育事业，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第九条 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

拒绝招收。   

  第十条 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

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

守法律。  

  第十一条 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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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事业

组织之间开展协作，实行优势互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三条 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

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  

第十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

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

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 

  

第二章 高等教育基本制度  

   第十五条 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高等教育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形式。 

  国家支持采用广播、电视、函授及其他远程教育方式实施高等教育。  

  第十六条 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  

  （一） 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

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 

  （二） 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

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 

  （三） 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

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

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

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第十七条 专科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本科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四

至五年，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

年限为三至四年。非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修业年限应当适当延长。高等学校根据

实际需要，报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对本学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  

  第十八条 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 

  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实施专

科教育。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科学研究机构可以承担研究生教育的任务。 

  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非学历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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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

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录取，取得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 

  本科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录取，取得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 

  硕士研究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

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录取，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

资格。 

  允许特定学科和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条 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

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接受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发给相

应的结业证书。结业证书应当载明修业年限和学业内容。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相应的

学历证书 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 

  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 可

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二十三条 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

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 

 

第三章 高等学校的设立   

  第二十四条 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十五条 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 

  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

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

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 

  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原则制定。  

  第二十六条 设立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其层次、类型、所设学科类别、规模、

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使用相应的名称。  

  第二十七条 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 申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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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可行性论证材料； 

  （三） 章程； 

  （四） 审批机关依照本法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八条 高等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以下事项： 

  （一） 学校名称、校址； 

  （二） 办学宗旨； 

  （三） 办学规模； 

  （四） 学科门类的设置； 

  （五） 教育形式； 

  （六） 内部管理体制； 

  （七） 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 

  （八） 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 

  （九） 章程修改程序； 

  （十） 其他必须由章程规定的事项。  

  第二十九条 设立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其中设立实施专科教

育的高等学校，经国务院授权，也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对

不符合规定条件审批设立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

有权予以撤销。 

  审批高等学校的设立，应当聘请由专家组成的评议机构评议。 

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分立、合并、终止，变更名称、类别和其他重

要事项，由原审批机关审批；章程的修改，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核准。  

 

第四章 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   

  第三十条 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

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二条 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

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第三十三条 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第三十四条 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

实施教学活动。  

  第三十五条 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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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国家支持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基地。  

  第三十六条 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

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第三十七条 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

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  

  第三十八条 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

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  

  第三十九条 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

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

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

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

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

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

确定。  

  第四十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 

  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  

  第四十一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

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 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 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 

  （三） 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

的负责人； 

  （四） 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

奖励或者处分； 

  （五） 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 

  （六） 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高等学校和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前款规定的有关事项。  

  第四十二条 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

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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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条 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

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第四十四条 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

由其组织的评估。  

 

  第五章 高等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第四十五条 高等学校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

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第四十六条 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

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有相应

的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不具备研究生或者

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公民，学有所长，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经认定合格，也

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第四十七条 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根据学校所承

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需要设置，教师职务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高等学校的教师取得前款规定的职务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 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二） 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 

  （三） 具备相应职务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四） 承担相应职务的课程和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 

  教授、副教授除应当具备以上基本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

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的具体任职条件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八条 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以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

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 

  高等学校的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

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  

  第四十九条 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高等学校的教学辅助

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第五十条 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

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第五十一条 高等学校应当为教师参加培训、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

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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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应当对教师、管理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

政治表现、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或者解

聘、晋升、奖励或者处分的依据。 

   第五十二条 高等学校应当为教师、管理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

术人员，应当以教学和培养人才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  

 

  第六章 高等学校的学生   

  第五十三条 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

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增强体质，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良

好的思想品德，掌握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 

  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 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  

  第五十五条 国家设立奖学金，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对品学兼优

的学生、国家规定的专业的学生以及到国家规定的地区工作的学生给予奖励。 

  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

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五十六条 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

动，但不得影响学业任务的完成。 

  高等学校应当对学生的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并进行引

导和管理。  

  第五十七条 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学生团体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第五十八条 高等学校的学生思想品德合格，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

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准予毕业。  

  第五十九条 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  

 

第七章 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 

   第六十条 国家建立以财政拔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

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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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

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入。  

  第六十一条 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不得抽回其

投入的办学资金。  

  第六十二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年

人均教育成本，规定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本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年经费开

支标准和筹措办法，作为举办者和高等学校筹措办学经费的基本依据。  

  第六十三条 国家对高等学校进口图书资料、教学科研设备以及校办产业实

行优惠政策。高等学校所办产业或者转让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成果获得的

收益，用于高等学校办学。  

  第六十四条 高等学校收取的学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其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六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合理使用、严格

管理教育经费，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高等学校的财务活动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

给予处罚。  

  第六十七条 中国境外个人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并办理有关手续后，可以进入

中国境内高等学校学习、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或者任教，其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  

  第六十八条 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

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本法所称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是指除高等学校和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

科学研究机构以外的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组织。 

  本法有关高等学校的规定适用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

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但是对高等学位专门适用的规定除外。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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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1980 年 2 月 12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

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

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

第三条 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第四条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

学位：

（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五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

人员，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授予硕士学位：

（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

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授予博士学位：

（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学位委员会

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国

务院任免。

第八条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简称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

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第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并组织有关学科的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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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必须有外单位的有关专家参加，其组成人员由学位授予

单位遴选决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学位授予单位确定，报国务院有

关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第十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

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报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

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

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决定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名单，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

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

第十二条 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由原单位推荐，可以就近向

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查同意，通过论文答辩，达到本条例

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十三条 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

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第十四条 对于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学位授予单位提

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第十五条 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可以向学

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对于具有本条例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十六条 非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团体对于授予学位的决议和决定持有不同

意见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学位授予单位和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提出的异议进行研究和处理。

第十七条 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

第十八条 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

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

第十九条 本条例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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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1981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实施）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本暂行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位按下列学科的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学士学位

第三条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

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

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

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

第四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应当由系逐个审核本科毕业生的成绩和

毕业鉴定等材料，对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三条及有关规定的，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对达到学士学术水平的本科毕业生，应当由系

向学校提出名单，经学校同意后，由学校就近向本系统、本地区的授予学士学位

的高等学校推荐。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有关的系，对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

学校推荐的本科毕业生进行审查考核，认为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三条及有关规定

的，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第五条 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经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查通过，由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第六条 硕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

申请书和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等材料。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申请日期截止后

两个月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同意申请，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

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申请时，应当送交本单位关于申请硕士学

位的推荐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时，应当送交两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推荐

书。学位授予单位对未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申请人员，可以在接受申请前，采取

适当方式，考核其某些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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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员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第七条 硕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般为三至四门。要求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的专门知识。

3．一门外国语。要求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课程考试，可按上述的课程要求，结合培养

计划安排进行。

非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课程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组织进行。凡

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核，认为其在原单位的课程考试内容和成绩合格的，可以免除

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

同等学力人员的硕士学位课程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组织进行。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必须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方可参加论文答辩。

规定考试的课程中，如有一门不及格，可在半年内申请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的，

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试行学分制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按上述的课程要求，规定授予硕士学位所应

取得的课程学分。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必须取得规定的学分后，方可参加论文答辩。

第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地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聘请一至二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专家评阅论文。评阅人应

当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论文答辩委员会参考。

硕士学位论文答辫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成员中一般应当有外单位的专

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

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

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辩委

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硕士学位论文答辫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

第九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多数成员如认为申请人的论文已相当于

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除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外，可向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

提出建议，由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按本暂行办法博士学位部分中有关规定办理。

博士学位

第十条 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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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

申请书和申请博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等材料。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申请日期截止后

两个月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同意申请，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时，应当送交两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书。学位

授予单位对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员，可以在接受申请前，采取适当方式，考

核其某些硕士学位的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

申请人员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博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考试范围由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

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定三位专家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考

试委员会主席必须由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

3．两门外国语。第一外语要求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

的写作能力，第二外国语要求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初步能力。个别学科、专

业，经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可只考第一外国语。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考试．可按上述的课程要求，结合培养计划安排

进行。

第十二条 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必须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方

可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的，

应当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有关的出版著作、发明的鉴定或证明书等材料，经两位

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按本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审查同意，可

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

第十三条 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博士学位论文或摘要，应当在答辩前

三个月印送有关单位，并经同行评议。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聘请两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专家评阅论文，其中一位应当

是外单位的专家。评阅人应当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论文答辩委员会参

考。

第十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成员的半数以上应当

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成员中必须包括二至三位外单位的专家。论文答辩委

员会主席一般应当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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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

不记名投栗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辩委

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一般应当公开举行；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或摘要应

当公开发表（保密专业除外）。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两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

第十五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

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而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

学位的，可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

名誉博士学位

第十六条 名誉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授予。

第十七条 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须经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

过，由学位授予单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后授予。

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十八条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授予学位的

权限．分别履行以下职责：

（一）审查通过接受申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二）确定硕士学位的考试科目、门数和博士学位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考

试范围；审批主考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四）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

（五）审批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的名单；

（六）作出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七）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八）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九）研究和处理授予学位的争议和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

三年。成员应当包括学位授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教学、研究人员。

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教学人员应当从本校讲师

以上教师中遴选。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参加学位评定委

员会的教学、研究人员主要应当从本单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中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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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中至少应当有半数以上的教授或相当职称

的专家。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学位授予单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主要负

责人（高等学校校长，主管教学、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或科学研究

机构相当职称的人员）担任。

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以按学位的学科门类，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各由七至十五

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分委员会主席必须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分委员

会协助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名单，应当由各学位授予单位

报主管部门批准，主管部门转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学位评定委员会可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处理日常

工作。

第二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每年应当将授予学士学位的人数、授予硕士学位和

博士学位的名单及有关材料，分别报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参照本暂行办法第三

条及有关规定办理。

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的外国学者申请硕士学位

或博上学位，参照本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学士学位的证书格式．由教育部制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

证书格式，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由学位授予单位

发给。

第二十三条 已经通过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论文，应当交存学位授予单

位图书馆一份，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应当交存北京图书馆和有关的专业

图书馆各一份。

第二十四条 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同意

参加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后，准备参加考试或答辩，可享有不超过两个月的假期。

第二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

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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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第 33 号 

《教育部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1年 12月

23日第 41次教育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2年 4月 1日起施行。 

 

                         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教育部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 
 

  为进一步保障考试安全，维护考试秩序，规范对国家教育考试中违规行为的

处理，保障参加国家教育考试人员的合法权益，教育部决定对《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做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办法所称国家教育考试是指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

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

门确定实施，由经批准的实施教育考试的机构承办，面向社会公开、统一举行，

其结果作为招收学历教育学生或者取得国家承认学历、学位证书依据的测试活

动。” 

  二、将第六条第一段修改为：“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

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将第（一）项修改为：“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

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将第（三）项“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修改为“胁迫他人为自

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将第（四）项修改为：“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将第（九）项修改为：“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

试成绩的行为。” 

  三、将第七条第（一）项中的“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修改为：“考试资

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第（二）项修改为：“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四、将第八条第一段修改为：“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

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第（三）项修改为：“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

作人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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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原第（四）项修改为第（五）项。 

  五、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

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当次考试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至 3年

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年的

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

生参加考试的。”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

的，也可以给予延迟毕业时间 1至 3年的处理，延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六、将第十条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七、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

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

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弊行为的。” 

  八、第十三条第（四）项后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未认真履行职责，

造成所负责考场出现秩序混乱、作弊严重或者视频录像资料损毁、视频系统不能

正常工作的；” 

  将第（五）项修改为第（六）项，其中的“积分误差”修改为“积分差错”。 

  其后各项序号依次顺延。 

  九、在第十六条“造成国家教育考试的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丢失、”后增

加“损毁、”。 

  十、将第十七条第一段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

行为人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 

  第（三）项修改为：“组织或者参与团伙作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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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

议有关纪检、监察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从重处理。” 

  十一、在第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考试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发现考

生有违纪、作弊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在现场的考试工作人员，并应当将视频录

像作为证据保存。教育考试机构可以通过视频录像回放，对所涉及考生违规行为

进行认定。” 

  十二、在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后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二款：“考生在参加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行为，由组织考试的机构认定，由相关省级教育

考试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考试的机构做出处理决定。” 

  第三款：“在国家教育考试考场视频录像回放审查中认定的违规行为，由省

级教育考试机构认定并做出处理决定。” 

  原第二款修改为第四款。 

  十三、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给予考生停考处理的，经考生申请，

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应当举行听证，对作弊的事实、情节等进行审查、核实。” 

  十四、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申请人对复核决定或者处理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

档案，记录、保留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人员的相关信息。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

信档案中记录的信息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个人不得删除、变更。 

  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可以依申请接受社会有关方面的查询，并应当及

时向招生学校或单位提供相关信息，作为招生参考条件。”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2004年 5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18号发布，根据 2012年 1月

5日《教育部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国家教育考试

的公平、公正，保障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人员（以下简称考生）、从事和参与国

家教育考试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考试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教育考试是指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实施，

由经批准的实施教育考试的机构承办，面向社会公开、统一举行，其结果作为招

收学历教育学生或者取得国家承认学历、学位证书依据的测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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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对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以及考试工作人员、其他相关人员，违反

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行为的认定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应当公开公平、合法适当。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或

者本地区国家教育考试组织工作的管理与监督。 

  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各级教育考试机构负责有关考试的具体实施，依据本办

法，负责对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二章 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

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

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

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

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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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

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

试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

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

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

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当次考试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至 3年

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年的

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

生参加考试的。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的，也可以给予延迟毕业

时间 1至 3年的处理，延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

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

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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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

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

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弊行为的。 

  第十三条 考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考试管理、组织及评卷

等工作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下一年度的国家教育

考试工作，并由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建议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

政处分： 

  （一）应回避考试工作却隐瞒不报的； 

  （二）擅自变更考试时间、地点或者考试安排的； 

  （三）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的； 

  （四）擅自将试题、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或者传递给他人的； 

  （五）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所负责考场出现秩序混乱、作弊严重或者视频

录像资料损毁、视频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 

  （六）在评卷、统分中严重失职，造成明显的错评、漏评或者积分差错的； 

  （七）在评卷中擅自更改评分细则或者不按评分细则进行评卷的； 

  （八）因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所负责考场出现雷同卷的； 

  （九）擅自泄露评卷、统分等应予保密的情况的； 

  （十）其他违反监考、评卷等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作弊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国家教育

考试工作，由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并调离考试工作岗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不具备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条件的人员提供假证明、证件、档案，使

其取得考试资格或者考试工作人员资格的； 

  （二）因玩忽职守，致使考生未能如期参加考试的或者使考试工作遭受重大

损失的； 

  （三）利用监考或者从事考试工作之便，为考生作弊提供条件的； 

  （四）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五）在场外组织答卷、为考生提供答案的； 

  （六）指使、纵容或者伙同他人作弊的； 

  （七）偷换、涂改考生答卷、考试成绩或者考场原始记录材料的； 

  （八）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数据、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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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十）诬陷、打击报复考生的。 

  第十五条 因教育考试机构管理混乱、考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考点或

者考场纪律混乱，作弊现象严重；或者同一考点同一时间的考试有 1/5以上考场

存在雷同卷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取消该考点当年及下一年度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

资格；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区内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专业考试纪律混乱，作弊现象

严重，由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机构给予该考区警告或者停考该考区相应专业 1

至 3年的处理。 

  对出现大规模作弊情况的考场、考点的相关责任人、负责人及所属考区的负

责人，有关部门应当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国家教育考试的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包

括副题及其答案及评分参考，下同）丢失、损毁、泄密，或者使考生答卷在保密

期限内发生重大事故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

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行为人所在单位给予行

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指使、纵容、授意考试工作人员放松考试纪律，致使考场秩序混乱、

作弊严重的； 

  （二）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 

  （三）组织或者参与团伙作弊的; 

  （四）利用职权，包庇、掩盖作弊行为或者胁迫他人作弊的； 

  （五）以打击、报复、诬陷、威胁等手段侵犯考试工作人员、考生人身权利

的； 

  （六）向考试工作人员行贿的； 

  （七）故意损坏考试设施的； 

  （八）扰乱、妨害考场、评卷点及有关考试工作场所秩序后果严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议有关纪检、监察部门，

根据有关规定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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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违规行为认定与处理程序 

第十八条 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实施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

所列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如实记录；对考生用于作弊的

材料、工具等，应予暂扣。 

  考生违规记录作为认定考生违规事实的依据，应当由 2名以上监考员或者考

场巡视员、督考员签字确认。 

  考试工作人员应当向违纪考生告知违规记录的内容，对暂扣的考生物品应填

写收据。 

  第十九条 教育考试机构发现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所列行为的，应当由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事实调查，收集、保存相应的证据材料，并在调查事实和证

据的基础上，对所涉及考生的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考试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发现考生有违纪、作弊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在现场

的考试工作人员，并应当将视频录像作为证据保存。教育考试机构可以通过视频

录像回放，对所涉及考生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第二十条 考点汇总考生违规记录，汇总情况经考点主考签字认定后，报送

上级教育考试机构依据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考生在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

出现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的，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市级教育考试机构做

出处理决定，由市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应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备案；

出现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的，由市级教育考试机构签署意见，报省

级教育考试机构处理，省级教育考试机构也可以要求市级教育考试机构报送材料

及证据，直接进行处理；出现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由市级教

育考试机构签署意见，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对考生及其他人

员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当地公安部门处理；评卷过程中发现考生有

本办法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的，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并通知

市级教育考试机构。 

  考生在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行为，由组织考试的机构认定，

由相关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考试的机构做出处理决定。 

  在国家教育考试考场视频录像回放审查中认定的违规行为，由省级教育考试

机构认定并做出处理决定。 

  参加其他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违规行为的处理由承办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的考试

机构参照前款规定具体确定。 

  第二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考点、考场出现大面积作弊情

况或者需要对教育考试机构实施监督的情况下，应当直接介入调查和处理。 

  发生第十四、十五、十六条所列案件，情节严重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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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关部门共同处理，并及时报告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必要时，国务院教育行

政部门参与或者直接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考试工作人员在考场、考点及评卷过程中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的，考点主考、评卷点负责人应当暂停其工作，并报相应的教育考试机构处理。 

  第二十四条 在其他与考试相关的场所违反有关规定的考生，由市级教育考

试机构或者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市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

应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备案。 

  在其他与考试相关的场所违反有关规定的考试工作人员，由所在单位根据市

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提出的处理意见，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应

当向提出处理的教育考试机构通报。 

  第二十五条 教育考试机构在对考试违规的个人或者单位做出处理决定前，

应当复核违规事实和相关证据，告知被处理人或者单位做出处理决定的理由和依

据；被处理人或者单位对所认定的违规事实认定存在异议的，应当给予其陈述和

申辩的机会。 

  给予考生停考处理的，经考生申请，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应当举行听证，对作

弊的事实、情节等进行审查、核实。 

  第二十六条 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载

明被处理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处理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处理决定的内容、

救济途径以及做出处理决定的机构名称和做出处理决定的时间。 

  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处理人。 

  第二十七条 考生或者考试工作人员对教育考试机构做出的违规处理决定不

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其上一级教育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

请；对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也

可以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授权承担国家教育考试的主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 

  第二十八条 受理复核申请的教育考试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处理决定所

认定的违规事实和适用的依据等进行审查，并在受理后 30日内，按照下列规定作

出复核决定： 

  （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

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处理决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决定撤销或者变更： 

  1．违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理程序的。 

  做出决定的教育考试机构对因错误的处理决定给考生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

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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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对复核决定或者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条 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记录、保留

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人员的相关信息。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中记录的信

息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个人不得删除、变更。 

  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可以依申请接受社会有关方面的查询，并应当及

时向招生学校或单位提供相关信息，作为招生参考条件。 

  第三十一条 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及时汇总本地区违反规定的考生及考试

工作人员的处理情况，并向国家教育考试机构报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考场是指实施考试的封闭空间；所称考点是指设置

若干考场独立进行考务活动的特定场所；所称考区是指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设置，

由若干考点组成，进行国家教育考试实施工作的特定地区。 

  第三十三条 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及其他各级各类教育考试的违规处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教育部颁布的各有关国家教育

考试的违规处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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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教研[20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教育局、发展改革委、财务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基本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高层

次人才的战略目标。但总体上看，研究生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

样化需求，培养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提

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现就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1. 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

教育的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科技和人才规划纲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以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统筹构建质量保障体

系为着力点，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

更加突出科教结合和产学结合，更加突出对外开放，为提高国家创新力和国际竞

争力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提供坚强保证。 

  2. 总体要求：优化类型结构，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招生选拔制度;鼓励

特色发展，构建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中心的培养机制;提升指导能力，健全以导师

为第一责任人的责权机制;改革评价机制，建立以培养单位为主体的质量保证体系;

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加大支持力度，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

多渠道投入机制。通过改革，实现发展方式、类型结构、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的

根本转变。到 2020年，基本建成规模结构适应需要、培养模式各具特色、整体质

量不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二、改革招生选拔制度 

  3. 优化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基本稳定学术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学科总体

规模，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进一步突出学科特色和优

势。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重

视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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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深化招生计划管理改革。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规律，合理

确定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强和改进招生计划管理，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

生计划实行统一管理，改革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形式，取消国家计划和自筹经

费“双轨制”。加强宏观管理，逐步建立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布局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计划分配办法，通过增量安排和存量

调控，积极支持优势学科、基础学科、科技前沿学科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学科

发展。 

  5. 建立健全科学公正的招生选拔机制。以提高研究生招生选拔质量为核心，

积极推进考试招生改革，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脱颖而出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优化初试，强化复试，发挥和规范

导师作用，注重对考生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察。 

  6. 完善招生选拔办法。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分类考试。完善

专业学位研究生考试办法，注重选拔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建立博

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力

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察。建立博士研究生中期分流名额补充机制。对具有特殊才

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的选拔程序。加强对考试招生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强化考试安

全工作。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7.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研究生教育全过程，把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纳入研究

生培养各环节。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着力增强研究生服务国家、

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加强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培养，培育研究生正直诚信、

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团结合作的品质。认真组织实施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

程新方案。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 

  8. 完善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统筹安排硕士和

博士培养阶段，促进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强化创新能力培养，探索

形成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重视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科研训练，要求并支持研究生

更多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研究生培养。

鼓励多学科交叉培养，支持研究生更多参与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拓宽学术视野，

激发创新思维。 

  9. 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面向特定职业领

域，培养适应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形成产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引导和鼓励行业

企业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充分发挥行业和专业组织在培养标准制定、教学改革

等方面的指导作用，建立培养单位与行业企业相结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和联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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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地。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

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有机衔接。 

  10. 加强课程建设。重视发挥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建立完善培

养单位课程体系改进、优化机制，规范课程设置审查，加强教学质量评价。增强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内容前沿性，通过高质量课程学习强化研究生的科学方法训

练和学术素养培养。构建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

加强案例教学，探索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 

  11. 建立创新激励机制。根据研究生的学术兴趣、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制

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发掘研究生创新潜能，鼓励研究生自主提出具有创新价值

的研究课题，在导师和团队指导下开展研究，由培养单位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

制定配套政策，支持研究生为完成高水平研究适当延长学习时间。加强研究生职

业发展教育和就业指导，提高研究生就业创业能力。 

  12. 加大考核与淘汰力度。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核，实行严格的中期

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畅通分流渠道，加大淘汰力度。建立学风监管与惩戒机制，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对学位论文作假者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撤销学位。完善研究

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加强研究生权益保护。 

  四、健全导师责权机制 

  13. 改革评定制度。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强化与招生培养

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根据年度招生需要，综合考虑学科

特点、师德表现、学术水平、科研任务和培养质量，确定招生导师及其指导研究

生的限额。完善研究生与导师互选机制，尊重导师和学生选择权。 

  14. 强化导师责任。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

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完善导师管理评价机制。全

面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提高师德水平，加强师风建设，发挥导师对研究生思

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应承担

相应责任。 

  15. 提升指导能力。加强导师培训，支持导师学术交流、访学和参与行业企

业实践，逐步实行学术休假制度。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人才交流与共

享，建设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完善校所、校企双导师制度。重视发挥导师团队

作用。 

  五、改革评价监督机制 

  16. 改革质量评价机制。发布培养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范。按照一级学

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分别制定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学术学位注重学术创新能

力评价，专业学位注重职业胜任能力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要更加突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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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要坚持在学培养质量与职业发展质量并重。强化质

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17. 强化培养单位质量保证的主体作用。培养单位要加强培养过程的质量管

理。按照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分别设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制订

培养标准和方案、建设课程体系、开展质量评价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应有一定比例的行业和企业专家参加。定期开展自我评估，加强国际评估。

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与用人单位评价的反馈机制，主动公开质量信息。 

  18. 完善外部质量监督体系。加快建设以教育行政部门监管为主导，行业部

门、学术组织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的质量监督体系。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

加大学位论文抽检力度，改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统筹学科评估。对评

估中存在问题的单位，视情做出质量约谈、减少招生计划、停止招生直至撤销学

位授权的处理。建立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体系，鼓励培养单位参与国际教育质

量认证。 

  19. 建立质量信息平台。建设在学研究生学业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研究生教

育质量信息分析和预警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公布质量标准，发布质量报告

和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20. 规范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和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工

作的管理。进一步强化培养单位办学责任，加强统一管理，建立定期检查机制。

将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纳入研究生学业信息管理系统。同等学力人员申请

学位，须将学位论文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上公示。研究生培养单位不得以

“研究生”和“硕士、博士学位”等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 

  六、深化开放合作 

  21. 推进校所、校企合作。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战

略合作，支持校所、校企联合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完善校所、校企协同

创新和联合培养机制。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通过跨学科、跨院校、产学

研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培养和造就科技创新和工程技术领域领军人才。 

  22. 增强对外开放的主动性。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加快建设有利于国际

互认的学位资历框架体系，继续推动双边和多边学位互认工作，加强与周边国家、

区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完善来华留学研究生政策，适时提高奖学金标准，扩大

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创新培养方式。扩大联合培养博士生出国留学规模，

继续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建设海外

教学实践基地。 

  23. 营造国际化培养环境。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

华指导研究生。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支持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开展“双学位”、

“联合学位”项目，合作开发研究生课程。加大对研究生访学研究、短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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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资助力度，提高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经历的研究生比例。提高

管理与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形成中外研究生共学互融、跨文化交流的校园环境。 

  七、强化政策和条件保障 

  24. 完善投入机制。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培

养单位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培养单位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加大

纵向科研经费和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研究生培养的力度，统筹财政投入、科研经

费、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各种资源，确保对研究生教学、科研和资助的投入。 

  25. 完善奖助政策体系。建立长效、多元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强化国家

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等对研究生的激励作用。健全研究生助教、助

研和助管制度。提高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年度最高限额，确保符合条件的研究生

应贷尽贷。加大对基础学科、国家急需学科研究生的奖励和资助力度。奖助政策

应在培养单位的招生简章中予以公开。 

  26. 加强培养条件和能力建设。在国家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中，突出对研

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支持。建立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国家各类重大项目投资的

仪器设备与平台，应向研究生开放。培养单位要改善培养条件，支持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对生均资源过低的培养单位，减少其招生规模。对参与研究生培养和

建设实践基地的企业，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 

  27. 鼓励改革试点。着力破除制约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政

策瓶颈，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培养单位开展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平台，积极探索提

高质量的新机制。 

  八、加强组织领导 

28. 深化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教育规划

纲要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教育部门要转变职能，加强宏观指导和监督，加大地

方统筹力度，扩大培养单位的自主权。研究生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工

作，认真制定本单位改革方案，强化改革的主体和责任意识，重视发挥基层学术

组织在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和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各地区和培养单位要重视宣

传引导，加强风险评估，处理好推进改革与维护稳定的关系，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2013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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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 

学位[201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研究

生教育质量，现就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义 

  加强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

用。面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提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最核心最

紧迫的任务，亟需进一步完善与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符合国情和遵循研

究生教育规律的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二、总体思路 

  1．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研究生教育改革精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管办

评分离，树立科学的质量观，以研究生和导师为核心，以学位授予单位为重心，从

研究生教育基本活动入手，明确各质量主体职责，保证研究生教育基本质量，创新

机制，激发学位授予单位追求卓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2．建设目标。构建以学位授予单位质量保证为基础，教育行政部门监管为引

导，学术组织、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积极参与的内部质量保证和外部质量监督体

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要明确学位授予单位第一主体的职责，增强质量自律，培

育质量文化。外部质量监督体系要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支撑与宏观监管，以

质量为主导统筹资源配置，发挥学术组织、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的质量监督作用。 

3．基本原则。①标准先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制订不同类型、

层次和学科类别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标准。②分类监管。根据不同主体和对象，

采取相应的质量监管方式，加强分类指导和管理。③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主体

的创造性，形成上下配合、内外协调、积极有效的质量保证和监督机制。④支撑

发展。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要有利于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有利于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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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化学位授予单位的质量保证 

  1．学位授予单位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主体，要按照《学位授予单位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见附件），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确立

与本单位办学定位相一致的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建立以培养质量为主

导的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2．学位授予单位要充分发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质量

保证方面的作用，审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指导课程体系建设，开

展质量评价等工作。不断完善导师管理评价机制，把师德师风和研究生培养质量

作为导师评价的重点，加强导师对研究生思想、学习和科研实践的教育与指导。 

  3．学位授予单位要统筹各类研究生教育经费，建立健全研究生奖助体系，激

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畅通分流渠道，加大对不合格

学生的淘汰力度，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

范训练贯穿到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建立学风监管与惩戒机制，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4．学位授予单位要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制度，组织专家定期对本单

位学位授权点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诊断式评估，发现问题，改进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工作，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积极开展国际评估。 

  四、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质量监管 

  1．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按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分别制订《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为学位授

予单位实施研究生培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质量监管提供基本依据。 

  2．建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制度，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制订科学的评估标准，

开展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工作。按类型、分层次组织实施评估工作，提高评估实

效。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学位授予单位，采取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直至撤销学位

授权等处理办法。不断改进学科评估工作。 

  3．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强化学位授予单位、导师和研究生的

质量意识，加强学位授予管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建立研究生教育绩效拨款制

度，推动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创新，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4．建立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及时公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相关信息，

开展质量调查，定期发布教育行政部门、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学术组织的研究生教

育质量报告，促进学位授予单位质量自律，加强质量预警，营造良好的质量环境。 

5．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本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监管力度，做

好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省级重点学科评选、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优秀学位

论文评选等工作。积极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区域协作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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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充分发挥学术组织、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的监督作用 

  1．充分发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学术组织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研究、标准

制订、评估论证及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充分发挥行业部门在人才培养、需求分析、标准制订、实践训练和专业学

位质量认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社会机构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逐

步建立独立、科学、公正，且具有良好声誉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社会评价机制。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位授予单位要加强领导，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作为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认真做好组织

实施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制订相关措施，统筹本地区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工作。学位授予单位要在全面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附件：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2014年 1月 29日 

 

附件 

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 

 

  为指导学位授予单位建设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本规范。 

  一、目标与标准 

  确立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本单

位研究生教育实际，确定研究生教育层次、类型、规模和结构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并定期调整。 

  制订学位授予标准。在国家制定的《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基础上，按学

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制订与本单位办学定位相一致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制订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办法。制订本单位一级学科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

点增列与撤销办法，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与调整的办法，明确标准，规范程序，形

成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优化结构，发展特色。 

  二、招生管理 

  制订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办法。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研究生生源质

量、培养质量、就业状况，以及培养经费、科研任务、导师队伍、实践基地等研

究生培养条件方面的因素，制订以质量为导向的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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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研究生招生选拔规定。建立有效的招生自我约束机制，规范招生选拔，

充分明确导师在研究生招生选拔中的职责和权力，加强对考生综合素质和发展潜

力的考察，保证招生质量。 

三、培养过程与学位授予管理 

  制订培养方案。培养方案应明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环节，要遵循研

究生教育规律，创新培养模式，体现学科特色和学术前沿，突出个性化培养。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订要吸收行业部门参与，注重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 

制订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办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科发展前沿和研究

生个人发展需要，建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及时更新课程内容，丰富课程类型。 

  制订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办法。明确授课教师资质，规范课程教学，建立科学

的教学督导和评价制度，加强对授课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制

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质量的监督与评价办法，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建立健全中期考核制度。不断提高研究生中期考核或博士生资格考试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切实发挥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筛选作用。 

  健全学位论文开题及评阅制度。论文开题要有规范的程序，论文评阅要保证

有一定数量的外单位同行专家参与，加强匿名评阅等适合本单位实际的论文评阅

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单位应探索国际同行评阅。 

  健全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制度。完善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和答辩后修改等

制度。答辩委员会和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要严格履行职责，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建立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制度。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安排必修环节，对

研究生进行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明确学

术不端行为处罚办法。 

  制订研究生分流与淘汰办法。制订研究生课程学习、中期考核、资格考试和

学位论文开题等各阶段的分流与淘汰办法。 

  四、导师岗位管理 

  制订导师考核评价办法。规范导师岗位管理，实施导师招生资格审查，建立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分类考核评价制度。 

  制订导师交流与培训办法。建立和完善导师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制度，为

导师提高学术和实践能力提供平台。加强导师培训，不断提高导师指导能力。 

建立导师激励与问责制。完善导师激励制度，明确和保障导师在研究生培养

中的责任与权力，调动导师育人积极性，发挥导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示范作

用。完善导师问责制，对培养质量出现问题的导师，视情况分别采取质量约谈、

限招、停招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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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研究生管理与服务 

  建立健全研究生奖助制度。以鼓励创新为导向，完善机制，充分发挥奖助学

金的激励作用。统筹制订各类奖助学金评选办法，保证评选过程公平、公正、公

开，奖助学金的评选要有一定比例的导师和研究生参加。 

  建立研究生权益保护机制。完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正当利益诉求和权利救

济机制，加强对研究生的权益保护。 

  建立研究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制度。健全研究生就业市场和信息服务体系，加

强研究生创业教育，鼓励研究生创业和面向基层就业。 

  六、条件保障与质量监督 

  制订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办法。按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制订研究生教育资源

配置办法，保障各类研究生学习、科研、实践和生活等基本条件。 

  建立自我评估制度。以提高质量为导向，定期开展学位授权点和研究生培养

质量自我评估，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参

加国际评估或专业资格认证。 

  建立质量跟踪和反馈制度。建立毕业生发展质量跟踪调查和反馈制度，定期

听取用人单位意见，开展人才培养质量和发展质量分析，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建立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公开研究

生培养质量和发展质量信息，定期发布本单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报告。 

  七、质量管理与质量文化 

  健全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学位授予单位要明确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组织机构，

以及学位评定委员会等组织的管理职责，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信息与档案管理。 

  营造质量文化。通过质量制度建设、规范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加强导师、

研究生和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形成体现自身发展定位、学术传统与特色的质量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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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办法》的通知 

学位[201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

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

1号），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特制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2014年 1月 29日 

附件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位授权点是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可以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第三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每 6

年进行一轮，获得学位授权满 6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均须进

行合格评估。 

  第四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分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和教育行政部门随

机抽评两个阶段，以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为主。每一轮评估的前 5年为自我评

估阶段，最后 1年为随机抽评阶段。 

  第五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以人才培养为核

心，重点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第六条 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硕士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其中，军队系统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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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为诊断式评估，是对本单位学位授权点的全面

检查，着眼于发现问题，办出特色，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鼓励有条件的单

位和学位授权点开展国际评估或专业资格认证。 

  第八条 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可根据本单位实际，统筹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

业学位授权点，自主确定评估方式。基本程序是： 

  （一）制定自我评估实施方案，提出本单位自我评估的基本要求。 

  （二）学位授权点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本单位自我评估基本要求组织

自我评估材料。 

  （三）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提出诊断式评议意见。

专业学位授权点评议专家应有部分行业专家。 

  （四）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意见，提出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

估结果。自我评估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五）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自我评估结果，结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自身发

展情况，按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有关办法申请放弃或调整部分学位授权点。 

  （六）学位授予单位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按抽评部门的要求撰写各学位授

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并在指定的信息平台上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是在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的基础上，随机抽

取一定数量的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 

  （一）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抽评比例一般不低于 20%，覆盖所有学位

授予单位。 

  （二）抽评材料主要是学位授予单位公开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

从信息平台上直接调取。 

  （三）抽评采用通讯评议的方式进行，个别学位授权点可进行专家实地评估。 

  （四）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评议专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评议专家，由各省级学位

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自行确定。评议实行本单位专家回避制。 

  （五）抽评专家根据抽评材料和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对学位授权点提出评议意见。评议意见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第十条 评估结果的认定。 

  （一）随机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专家评议意见认定。即：1/3（含 1/3）至 1/2

（不含 1/2）的参评专家认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

1/2（含 1/2）以上的参评专家认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不合格学位授权

点；其它学位授权点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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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结果认定。自我评估为

“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

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 

  （三）未开展自我评估的学位授权点视为自动放弃学位授权，按不合格学位

授权点认定。 

  第十一条 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将学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第十二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和处理意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分别做出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

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撤销授权的学位授权点，5年内不得申请学位授权，其在学研究生

可按原渠道完成学位授予。 

  第十四条 新增学位授权点获得学位授权满 3年后，须接受专项合格评估。专

项合格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组织，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评估结果按本办法第十条和第

十二条之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 

  第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要保证自我评估材料的真实可信，对公开材料存在弄

虚作假的学位授权点，将直接列为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

求者，视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将撤销学位授权。 

  第十六条 各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和人员应严格遵守评估纪律，坚决排除非

学术因素的干扰，对在评估活动中存在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有关法规

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省级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和学位授予单位，可

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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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抽检办法》的通知 

学位[201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

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

1号），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特制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2014年 1月 29日 

附件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做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硕士学位论

文抽检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其中，军队系统学位论文抽检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三条 学位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的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 10%左右，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

5%左右。 

  第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从国家图书馆直接调取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的

抽取方式，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自行确定。 

  第五条 按照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别制定博士学位论文评议要素和硕士学

位论文评议要素。 

  第六条 每篇抽检的学位论文送 3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专家按照不同学位类

型的要求对论文提出评议意见。 

  第七条 3位专家中有 2位以上（含 2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学位

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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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3位专家中有 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学位论文，将再送 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2位复评专家中有 1位以上（含 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

合格”的学位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第九条 专家评议意见由各级抽检部门向学位授予单位反馈。硕士学位论文抽

检的专家评议意见还应同时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条 学位论文抽检专家评议意见的使用。 

  （一）学位论文抽检专家评议意见以适当方式公开。 

  （二）对连续 2年均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

位授予单位，进行质量约谈。 

  （三）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中，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重要指标，对“存

在问题学位论文”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依据有关程序，责令限期

整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将撤销学

位授权。 

  （四）学位授予单位应将学位论文抽检专家评议意见，作为本单位导师招生

资格确定、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抽检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

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工作的正常进行，参与评议工作的专家要公正公平，独立客

观地完成评议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240



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 
教研[201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军训部，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落实《教育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要求，更好地发挥

课程学习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现就加强研究生课程建

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1. 高度重视课程学习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

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

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重视课程学习，加强课程建设，提高课程质

量，是当前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和紧迫任务。 

  2. 立足研究生能力培养和长远发展加强课程建设。坚持服务需求、深化改革、

立德树人，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中心，以打好知识基础、加强能力培养、有利长

远发展为目标，尊重和激发研究生兴趣，注重培育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强化单位责任、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为主线，

充分发挥培养单位主体作用，调动单位、教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加强规范管理，

鼓励特色发展，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提供稳固支撑。 

  二、强化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课程建设责任 

  3. 发挥培养单位课程建设主体作用。培养单位应科学认识课程学习在研究生

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重视课程建设工作，全面承担课程建设责任，加强对

课程建设的长远和系统规划。切实转变只重科研忽视课程的实际倾向，把课程建

设作为学科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课程质量作为评价学科发展质量和衡量

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 

  4. 完善投入机制，健全奖励体系。培养单位应统筹使用各类经费，加大对研

究生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常态化投入。支持和奖励研究生教学，建立完善课程

建设成果奖励政策，把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工作纳入学校和院系工作

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加大考核评价指标权重，提升课程教学工作地位。 

  三、构建符合培养需要的课程体系 

  5. 把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作为课程体系设计的根本依据。完整贯彻本学科研

究生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重视课程体系的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坚持以能力培

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拓宽知识基础，培育人文素养，加强不同培

养阶段课程体系的整合、衔接，避免单纯因人设课。科学设计课程分类，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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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和设置跨学科课程，增加研究方法类、研讨类和实践类等

课程。 

  6. 提供丰富、优质的课程资源。加大课程开发投入力度，跨院（系）统筹课

程资源，建立开放性、竞争性课程设置申请机制。增加开设短而精的课程和模块

化课程。探索将在线开放等形式的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的机制办法。鼓励培养单位

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开设实践性课程。 

  四、建立规范、严格的课程审查机制 

  7. 严格审查新开设课程。建立完善新开设课程申报、审批机制，明确课程设

置标准，坚持按需、按标准审查课程。对于申请新开设课程，应从课程的目标定

位、适用对象、课程内容、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师资力量、预期教学效果等方

面进行全面审查。对初步审查通过的新开设课程，应加强对课程开发的指导监督，

通过试讲等确认达到预期标准的，方可批准正式开设。 

  8. 定期审查已开设课程。对已设置课程的开设情况和教学效果进行定期审

查，保证课程符合培养需要、保持较高质量。除管理部门和内外部专家外，注意

吸收毕业研究生和用人单位参与课程审查。对于不适应培养需要的课程应及时进

行调整，对于质量未达到要求的课程提出改进要求。对于无改进可能或改进后仍

不能达到要求的，应及时调整任课教师另行开设或停止开设。 

  五、加强研究生选课管理 

  9. 重视研究生课程学习计划的制定和审查。课程学习计划是研究生培养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培养和进行管理的重要依据。课程计划的制定，应以培

养目标和学位基本要求为依据，综合考虑研究生已有基础和兴趣志向，重视全面

能力培养和长远发展需要。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更好发挥导师组和培养指导

委员会作用，加强对研究生课程学习计划制定的指导和审查，严格对计划执行的

管理和监督。 

  10. 形成开放、灵活的选课机制。建立完善研究生跨学科、跨院（系）和跨

校选课的制度机制，支持研究生按需、择优选课。扩大研究生的课程选择范围，

增加课程选择和修习方式的灵活性。在相对集中安排课程学习的同时，支持研究

生根据培养需要在论文工作阶段修习部分相关课程。 

  六、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 

  11. 促进学生、教师之间的良性互动。尊重研究生的主体地位，鼓励研究生

参与教学设计、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价。注意营造良好的学术民主氛围，促进课程

学习中的教学互动。重视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发掘提升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要求和指导研究生积极开展自主学习。 

  12. 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根据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

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及时调整和凝练课程内容，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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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

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的理解。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

获取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

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13. 加强对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支持服务。构建研究生课程学习支持体系，为

研究生提供个别化的学习咨询和有针对性的课程学习指导，开展各类研究生课程

学习交流活动。加强教学服务平台和数字化课程中心等信息系统建设，对研究生

课程学习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七、完善课程考核制度

14. 创新考核方式，严格课程考核。根据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

的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对研究

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重视教学过程考核，

加强考核过程与教学过程的紧密结合，通过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

教学的改进提高。

15. 探索建立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根据学校、学科、博士和硕士层次的

实际情况，结合研究生中期考核或设立单独考核环节，对研究生经过课程学习后

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进行综合考核。对于综合考核发现问题

的，指导教师和培养指导委员会要对其进行专门指导和咨询，针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课程补修或重修，确有必要的应对培养计划做出调整，不适宜继续攻读的应予

分流或淘汰。

八、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

16. 加大对教师参与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激励与支持。深化教师薪酬制度

改革，提高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在教师薪酬结构中，特别是绩效工资分配中的比

重。将承担研究生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成果、工作量以及质量评价结果列入相

关系列教师考评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要求。加大对教师承担研究生课程建设和教

学改革项目的资助力度。对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予

以表彰。

17. 加强师德与师能建设，提升课程教学能力。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措

施，引导和要求教师潜心研究教学、认真教书育人。明确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资

格要求，加强对教师的教学指导与服务。支持教师合作开发、开设课程，鼓励国

际和跨学科合作。实施新、老教师结对制度，充分发挥教学经验丰富教师的传、

帮、带作用。建设教学交流和教学技能培训平台，有计划地开展经验交流与培训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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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强课程教学管理与监督

18. 严格课程教学管理。培养单位要建立健全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制度，按

照规定程序办法严格教学管理。已确定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必须按计划组织完成

教学工作，不得随意替换任课教师、变更教学和考核安排、减少学时和教学内容。

研究生课程开课前，教师应按照课程设置要求、针对选课学生特点认真进行教学

准备，制定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应对课程各教学单元的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形式做详实安排，对学生课前准备提出要求和指导。课程

教学大纲应在开课前向学生公布并提交管理部门备案，作为开展教学和教学评价

的重要依据。

19. 完善课程教学评价监督体系。培养单位要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评价，制

定科学的评价标准，定期实施课程评价。建立以教学督导为主、研究生评教为辅

的研究生课程教学评价监督机制，对研究生教学活动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

完善评价反馈机制，及时向教师和相关部门反馈评价结果，提出改进措施，并督

促和追踪整改工作。注重通过评价监督发现优秀教学典型和进行经验推广。鼓励

引入社会或行业的专业机构以及国际认证组织对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诊断式

评估。

十、强化政策和条件保障

20. 有关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工作，通过规划引导、资

源配置和质量监管等手段，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培养单位不断加强课程建设、教学

改革和管理。鼓励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课程建设试点和课程建设示范

项目，组织开展课程建设经验交流，营造重视课程建设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完善

国家教学成果奖励政策，对研究生教学成果的评审奖励实行分类管理，加大对研

究生教学成果的奖励力度。

教育部

2014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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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 

教研[201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各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生教育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

然选择。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深入推进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完善体制机

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意见》，现就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改革目标 

  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建立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改革招生制度 

  坚持招生制度改革为人才培养服务的方向。积极推进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硕

士研究生分类考试、分类招生。建立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的选拔标准，

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重点考查考生综合素质、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职业发展潜力。拓宽和规范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

业学位的渠道。 

  三、完善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相关理论知识、具有较

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

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单位应依据特定职业领域专门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和职业素养要求，以

及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科学制订培养方案并定期修订。全日制研究生和

非全日制研究生须分别制定培养方案。培养方案应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和培养环节，

加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鼓励培养单位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自身优势，

制订各具特色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工作应有相关行（企）业专家

参与。 

  四、改进课程教学 

  培养单位应紧密围绕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框架，优选教学内容，突出课

程实用性和综合性，增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创新教学方法，加强案例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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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训练等教学方法的运用。完善课程教学评价标准，转变课程考核方式，注重培

养过程考核和能力考核，着重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 

  五、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培养单位应积极联合相关行（企）业，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

基地。共同建立健全实践基地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明晰各方责任权利。明确研

究生实践内容和要求，健全实践管理办法，加强实践考核评价，保证实践质量。

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六、强化学位论文应用导向 

  培养单位应根据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意见，分类制定专业学位

论文标准，规范专业学位论文要求。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

问题，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价值。专业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

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研究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

案例分析、管理方案、发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

现。专业学位论文应与学术学位论文分类评阅。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

会成员中，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相关行业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水平）的专家。 

  七、推进与职业资格衔接 

  对具备条件的专业学位类别或培养单位，积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和实

践考核与特定职业人才评价标准有机衔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内容与特定

职业人才工作实际有效衔接，推进专业学位授予与获得相应职业资格有效衔接。 

  八、充分调动研究生积极性主动性 

  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着力增强研究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

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鼓励培养单位引导研究生制订职

业发展规划、提高对职业领域及岗位的认识。鼓励培养单位开展互动式、探究式

教学，激发研究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研究生早实践，多实践，在实

践中提升职业胜任力。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创业能力培养，完善就业指导。加快

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体系，创造有利于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氛围。 

  九、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培养单位应根据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特点，聘请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实践经验

丰富的行（企）业专家及国（境）外专家，组建专业化的教学团队。加强教师培

训，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或相关行业单位兼职、挂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鼓励培养单位对研究生导师按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分类制订评定条件，分类

评聘，逐步形成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大力推广校内外双导师制，以

校内导师指导为主，重视发挥校外导师作用。根据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特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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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组制，组建由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和行（企）业专家组成的导师团队共同指导

研究生。 

  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突出育人责任。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科

学合理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将优秀教学案例、教材编写、行业服务等教学、实践、

服务成果纳入专业学位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十、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培养单位是质量保证体系的主体。培养单位应完善校内质量监督机制，建立

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全过程质量保障制度，加强专业学位毕业生就业质量和

职业发展跟踪。根据专业学位类别，分别设立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规范

本单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会中应有一定比例来自行（企）业的专家。 

  国家按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制订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建立与

特定职业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质量评价标准，完善质量监管制度，加快建立管理服

务平台，推进招生、培养、就业信息公开。 

  十一、鼓励开展联合培养 

  鼓励培养单位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协同创新”的原则，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行（企）业开展联合招生和联合培养，

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一体的合作培养模式，提高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 

  十二、支持开展改革试点 

  支持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和培养单位结合行（企）业和区域人才

需求，开展培养模式改革试点，树立专业学位特色品牌。案例教学、实践基地建

设等改革试点成效将作为培养单位申请新增专业学位授权点及专业学位授权点定

期评估的重要内容。 

  支持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开展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加强对培养

单位的指导，统筹编写教材、制定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建设案例库、定期开展教

学研讨等工作，推动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案例库建设和师资培

训。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3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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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 
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 

教研[201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

见》（教研〔2013〕1号）、《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3号），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提高培养质量，现就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以

下简称基地）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的重要意义 

1．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基础，通过呈现案例情境，将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掌握理论、形成

观点、提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加强案例教学，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

力培养，推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手段。 

2．基地是培养单位为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与行业、企业、社

会组织等（以下简称合作单位）共同建立的人才培养平台，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进

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是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强基地建设，是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是推动教育理念转变、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提高

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二、加强案例教学，改革教学方式 

3．重视案例编写，提高案例质量。培养单位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要积极组织有关授课教师在准确把握案例教学实质和

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致力于案例编写，同时吸收行业、企业骨干以及研究生等共

同参与。鼓励教师将编写教学案例与基于案例的科学研究相结合，编写过程注重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发和形成一大批基于真实情境、符合案例教学要求、与国

际接轨的高质量教学案例。 

4．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单位要根据培养目标及教指委制

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明确案例教学的具体要求，规范案例教学程序，提高案例

教学质量，强化案例教学效果。加强授课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引导学生独立

思考、主动参与、团队合作，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5．加强师资培训与交流，开展案例教学研究。培养单位和教指委要积极开展

案例教学师资培训和交流研讨，推出案例观摩课和视频课，帮助教师更新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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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了解案例教学的内涵实质，准确把握案例教学的特点和要求，熟练掌握教学

方法，提高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主动开展案例教学。同时，组织开展相

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解决案例编写和教学中的难点问题，探索提高案例编写和教

学水平的思路与方法，为推广和普及案例教学提供指导。 

6．完善评价标准，建立激励机制。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和人才培养评价标

准，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单位要把案例研究、编写、教

学以及参加案例教学培训等情况，纳入教师教学和科研考核体系。有条件的教指

委和培养单位，可以组织开展优秀案例、优秀案例视频课评选和案例教学竞赛等

活动，引导和推动广大教师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实施案例教学。 

7．整合案例资源，探索案例库共享机制。鼓励不同专业学位类别之间、培养

单位之间积极开展案例研究、开发和使用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完善案例库建设、

管理和使用办法，提高案例使用效率。有条件的机构、组织和培养单位可以充分

运用网络媒介和信息化手段，搭建案例研究、开发、使用和共享的公共平台。整

合案例资源，支持建设“国家级专业学位案例库和教学案例推广中心”。 

8．加强开放合作，促进案例教学国际化。各培养单位和教指委，要积极搭建

合作交流平台，逐步将国内优秀案例推向国际，展示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成

果。同时，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引进国外高质量教学案例，加以学习和借鉴，逐

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案例教学体系。 

三、加强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结合 

9．创新建设模式，构建长效机制。培养单位要根据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

坚持创新，讲求实效，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联合培养机制。充分发挥合作单位在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建

设相关课程、参与培养过程、评价培养质量，建立产学有机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

以基地建设为纽带，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社会服务、文化传播等多元一体、互惠共赢的资源共享机制和合作平台。 

10．健全标准体系，规范基地管理。培养单位应根据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的特点

和培养目标定位，紧紧围绕行业和区域人才需求，分类制定基地遴选与建设标准，

建立一批满足人才培养需求的规范化基地。协调合作单位，建立健全基地管理体系，

组建基地运行专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妥善解决知识产权归属等

问题，明确各方责权利，推动基地科学化管理。针对不同专业学位类别，建立多样

化的基地评价体系，定期开展自我评估，重点考核基地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 

11．严格培养过程，创新培养模式。培养单位要依托基地，建立健全合作单

位在招生录取、课程教学、实践训练和学位论文等方面全程参与研究生培养的合

作机制。会同合作单位，根据培养方案，结合基地实际，制订研究生在基地期间

的培养细则，明确培养考核要求，落实学生在培养单位与培养基地的时间分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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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培养内容，加强对基地期间培养过程监督。要紧密结合基地实际，创新培养

模式，通过采用阶段考核和终期考核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对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 

12．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构建“双师型”团队。培养单位要完善研究生导师

遴选机制，在合作单位中遴选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师德高尚、实践经验丰富

和学术水平较高的人员担任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导师，建立基地导师定期培训、考

核和退出制度，有针对性地提升基地导师实践指导能力和水平。选派青年教师到

基地挂职锻炼或参与实践教学，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建立校内外导师定期交流合

作机制，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共同参与指导，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通力合

作的“双师型”团队，实现培养单位人才培养规格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

有机衔接。 

13．建立激励机制，加强示范引领。各教指委和省级教育部门要悉心指导基

地建设工作，可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示范性基地遴选和优秀实践教学成果评选，

积极推进示范性基地建设工作，发掘先进典型，及时总结并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

加强示范引导。各培养单位应会同合作单位制订切实可行的基地建设和实施方案，

以创建示范基地为驱动，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基地先行先试的

引领带动作用，深入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四、加大投入，完善政策配套和条件保障 

14．各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创造条件，加

大经费和政策支持力度。设立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专项经费，为案例教学和基地

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通过人才培养项目、实验室建设、联合科研攻关等途

径加大对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15．各教指委要加强对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的指导，研究制定案例教学和基

地建设的基本要求，积极推广普及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经验，引导培养单位做好

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工作。 

16．各省级教育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区域内案例教学

和基地建设，加强政策引导和经费支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专项资

金支持本地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工作。 

17．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情况将作为专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重要内容。

各省级教育部门和教指委要针对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推

动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工作积极发展。 

 

教育部 

2015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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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录 
（华大科〔2013〕7 号  2013 年 6 月 9 日印发） 

 

一、华侨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录（理工科） 

特刊： 

1．SCI 一区收录的国际顶级刊物
*
。 

2．《中国科学》（中国科学院主办）。 

 

一类： 

A: 1．SCI 一区（未被认定为国际顶级刊物的期刊）、SCI 二、三区。 

   2．《科学通报》(中国科学院主办）。 

   3．《自然科学进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 

B: 1．SCI 四区、EI
**
（正刊）。 

   2．《建筑学报》、《建筑师》、《城市规划》、《中国园林》。 

   3．《数学年刊》、《数学学报》。 

   4．《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二类： 

A: 1．CSCD(C 刊)国家一级学会主办刊物
***
。 

   2．CSCD(C 刊)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主办的刊物
***
。 

B: 1．CSCD（ C 刊）。 

   2．《城市规划学刊》、《新建筑》、《建筑科学》、《规划师》、《风景园林》、《古建

园林技术》。 

   3．《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三类： 

A: 1．CSCD (E 刊)。 

B: 1．EI 收录(未被光盘版收录)、CPCI-S 收录论文。 

2．增列部分期刊：《华中建筑》、《南方建筑》、《中外建筑》、《建筑创作》、《国

际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究》、《小城镇建设》、《城市环境设计》、《广东园林》、

《实验技术与管理》、《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注：*   国际顶级刊物需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   EI 收录均指光盘版。 

   ***  多家机构合办的刊物，以最低级别机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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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侨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录（文科） 

特类刊物 

    中国社会科学，求是，以及国际顶级刊物（需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一类 A 档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管理世界（正文），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文艺研

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新

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教育研究，体育科学，统计研究，心理学报，

SSCI 和 A&HCI 期刊（论文集除外） 

一类 B 档（86 种） 

    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管理科学学报，中国软科学，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方

言，民族语文，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文艺争鸣，文学

遗产，音乐研究，民族艺术，中国音乐学，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

地理论丛，世界历史，文物，考古学报，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国际

金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财贸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中

共党史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中国人口科

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上海体育学

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心理科学，旅游学刊，经济地理，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开放时代，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研究，文史哲，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

学，读书，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复旦

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民日报（理论版学术类），光明日报

（理论版学术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不含论点摘登），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不含论点摘登） 

二类 A 档（199 种） 

    外国经济与管理，研究与发展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管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学报，管理评论，中国行政管理，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教学与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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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道德与文明，世界哲学，伦理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哲学史，宗教学研究，当代语言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古汉语研

究，外语界，现代外语，中国翻译，中国外语，外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文艺

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中央音乐学

院学报，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电影艺术，中国音乐，当代电影，黄钟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装饰，中国农史，抗日战争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史学

月刊，中华文史论丛，史林，清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安徽史学，文史，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文献，考古，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文汇，中国农村观察，国

际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经

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审计研究，现代日本经济，经济评论，当代经济科学，上海

财经大学学报，农业技术经济，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产业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财经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当代财经，财经问题研究，中国土地

科学，税务研究，当代亚太，国际观察，东北亚论坛，外交评论，江苏行政学院

学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欧洲研究，青年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公共行政

评论，国际论坛，理论探讨，法商研究，清华法学，政法论坛，法学家，现代法

学，法学，法学评论，人口研究，人口学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中国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广西民族研究，世界民族，编辑学报，

新闻大学，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大学图书馆学报，图

书情报知识，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与情报，国家图书馆学刊，情报科学，图书

馆建设，档案学通讯，电化教育研究，开放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教科版），教育与经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教师教育

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发展研究，教育学报，远程教育杂志，中国高教研

究，教育科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中

国体育科技，数理统计与管理，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进展，人文地理，资

源科学，自然资源学报，社会，社会科学，学海，甘肃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

求索，东南学术，贵州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浙江学刊，江

西社会科学，江汉论坛，广东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东岳论丛，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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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日本学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南亚研究，环球法律评论，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世界宗教文化，外国文学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拉丁美

洲研究，西亚非洲，经济日报（理论版学术类），中国社会科学报，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 

二类 B 档（240 种） 

    预测，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科技论坛，科学管理研究，软科学，系统工程，

经济体制改革，系统管理学报，华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管理现代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

义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野，现代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系统科学学

报，孔子研究，中国宗教，汉语学报，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外语学刊，外语教

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当代外国文学，国

外文学，俄罗斯文艺，南方文坛，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小

说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明清小说研究，人民音乐，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

报），世界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艺术百家，中国电视，音乐探索：四川音乐

学院学报，美术研究，史学集刊，民国档案，西域研究，史学史研究，历史档案，

历史教学，东南文化，历史教学问题，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江汉考古，敦煌

学辑刊，南方经济，宏观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上海经济研究，证券市场导报，商业经济与管理，山西财经大

学学报，改革，经济与管理研究，财贸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广东金融学院学报，经济纵横，河北经贸大学学报，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学报，城市发展研究，经济问题探索，国际经贸探索，现代经济探讨，

财经论丛，当代经济研究，亚太经济，金融论坛，城市问题，上海金融，江西财

经大学学报，经济经纬，现代财经，价格理论与实践，妇女研究论丛，德国研究，

南洋问题研究，东南亚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求实，俄罗斯研究，南亚研究

季刊，台湾研究集刊，中国青年研究，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新视野，理论探

索，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理论学刊，行政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

比较法研究，法学论坛，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政治与法律，法学杂志，当代法学，

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发展，南方人口，西北人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北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

究，民俗研究，文化遗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出版科学，科

技与出版，中国出版，中国编辑，新闻记者，当代传播，现代出版，情报资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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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图书馆杂志，图书馆论坛，情报杂志，图书馆，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档案学研究，复旦教育论坛，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课程·教材·教法，全球教育展望，现代大学教育，高教探索，江苏高教，

现代教育技术，中国教育学刊，中国大学教学，中国特殊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现代远距离教育，外国教育研究，大学教育科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研究生教育研究，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导刊，

统计与决策，统计与信息论坛，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与行为研究，心理学

探新，旅游科学，地域研究与开发，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环境保护，社会科学

战线，东疆学刊，人文杂志，思想战线，河北学刊，云南社会科学，福建论坛（人

文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科学与社会，学术界，探索与争

鸣，北京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中州学刊，学术论坛，宁夏社会科学，社会

科学辑刊，河南社会科学，天府新论，学习与实践，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湖南社会科学，江淮论坛，青海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兰州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求是

学刊，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北方论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

科学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齐鲁学刊，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海南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版），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三类 A 档（170 种） 

    科技管理研究，科学观察，现代管理科学，工业工程与管理，运筹与管理，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中国改革，上海管理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逻辑学研究，

周易研究，管子学刊，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汉语学习，当代修辞学，华文教

学与研究，满语研究，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海翻译，中国科技

翻译，扬子江，中国文学研究，红楼梦学刊，文艺评论，创作与评论，星海音乐

学院学报，民族艺术研究，艺术评论，乐府新声，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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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中国音乐教育，戏剧艺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古代文

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地方志，华夏考古，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中国历史文物，税务与经济，科技与经济，农村经济，工

业技术经济，中国金融，技术经济，商业研究，消费经济，中国经济问题，经济

问题，广东商学院学报，经济与管理，开放导报，中国发展观察，经济研究参考，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调研世界，生态经济，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国流通经济，国

际经济合作，保险研究，财务与会计，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电子政务，中共天津

市委党校学报，行政论坛，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理论与改革，日本问题研究，

红旗文稿，甘肃理论学刊，阿拉伯世界研究，党的文献，东南亚纵横，南京政治

学院学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太平洋学报，政法论丛，北方法学，法律适

用，河北法学，甘肃政法学院学报，中国刑事法杂志，中国海商法年刊，证据科

学，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青少年犯罪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

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黑龙江民族丛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回族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学

刊，传媒，新闻界，新闻与写作，中国图书评论，图书馆学研究，现代情报，新

世纪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工作，四川图书馆学报，中国远程教育，高教发展与评

估，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教育

评论，高校教育管理，思想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学前教育研

究，现代教育管理，思想理论教育，上海教育科研，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

育学院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应用心理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世界地理研

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资源开发与市场，学术探索，学

术交流，社会科学家，西藏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理论月刊，湖北社会科学，兰

州学刊，中国文化，科学·经济·社会，广西社会科学，理论与现代化，晋阳学

刊，重庆社会科学，中华文化论坛，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人文社科版），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辽宁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河海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哈尔滨

商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

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福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文艺报（理论版） 

三类 B 档（149 种） 

    中国人才，财会月刊，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之友，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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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中国档案，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教育与职业，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

业教育，美术观察，美术，戏曲艺术，戏剧文学，中国戏剧，北方文物，广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浙江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瞭版），法音，中国统计，领导科学，满族研究，半月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理论导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广东行政学院学报，学习论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党

建研究，人民论坛，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人民检察，国家检察官学院

学报，贵州财经学院学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中国劳动，中国人力资源开

发，物流技术，现代城市研究，开发研究，财会通讯（综合），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学报，中国内部审计，中国审计，农业经济，世界农业，国土资源科技管理，林

业经济问题，林业经济，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企业经济，工业工程，企业管理，

建筑经济，国际商务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对外经贸实务，价格月刊，

商业时代，涉外税务，地方财政研究，中国财政，南方金融，投资研究，金融与

经济，新金融，浙江金融，银行家，武汉金融，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征

信），西南金融，中国记者，新闻战线，青年记者，新闻知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电视研究，出版广角，图书馆学研究（分为：《图书馆学研究.理论版》和《图书

馆学研究.应用版》），档案管理，山西档案，北京档案，兰台世界，当代教育科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探索，教育学术月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财会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

教论坛，中国成人教育，山东体育学院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科技，

辞书研究，外国语文，山东外语教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译林，新美术，世界

美术，美术学报，中国书法，美苑，音乐创作，舞蹈，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四川

戏剧，大舞台，上海戏剧，中国京剧，剧本，电影新作，电影文学，当代电视，

中国典籍与文化，农业考古，四川文物，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版），

体育科学研究，河北体育学院学报，南京体育学院学报，吉林体育学院学报，钢

琴艺术，舞台艺术，乐器，艺术教育，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学报，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当代外

语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美术大观，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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