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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报字（部）25 号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6 期）              内部报刊仅限校内发行 

主办：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2015 年 11 月 26 日 印发 

【本期导读】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教育部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的通知（摘录） 

 

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通报 

(一)新闻动态 

1.我校举行 2015年澳门研究生学位颁授仪式暨新生开学典礼 

2.我校召开期初研究生工作会议 

3.我校举办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专题讲座 

4.我校代表参加 2015年全国研究生培养协同工作平台建设与博硕士学位论文评价研讨会 

5.我校学生学位论文获评全国优秀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6.我校博导郑向敏、吴必虎入选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7.我校代表参加首届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论坛 

8.全国金融专硕教指委专家来校指导金融专硕培养工作 

9.我校代表参加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10.我校组织研究生工作人员赴上海南京学习交流 

（二）工作通报 

11.关于直接认定乌东峰等人为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12.华侨大学推荐参评福建省优秀学位论文公示名单通报 

13.关于确认皮常玲等 5名同学硕博连读资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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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教育部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 

授权类别动态调整的通知（摘录） 

2015 年底，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将启动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各学位授权培养单位将根据自我评估情况，可撤销本单

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位授权点并可以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 

主动动态调整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包括: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仅包含博士学位

授予权，不包含同一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博士专业学

位授权类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下的授权工程

领域。撤销未获得一级学科授权的一级学科下已有二级学科，视同撤销了本一级

学科。对于属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不得单独撤销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保留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5 年内不得

增列。 

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按一级学科、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类别下的授权工程领域。撤销后仍在本单位增列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的，应为与撤销授权点所属学科不同的其他一级学科。调整中拟增列学位

授权点的数量不得超过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后不同

时增列学位授权点的，可在今后自主调整中增列。新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批准授

权 3 年后，需接受复核。学位授权点如经复核撤销，不得再按增列其他学位授

权点。 

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 3 年内实行有限授权。在有限授权期内停止招生，

但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权。3 年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仍未毕业研究

生由学位授予单位转由本单位其他学位授权点培养并授予学位，或向其他学位授

予单位申请授予学位。 

省学位委员会对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调整，只能在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内和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之间进行；对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调整，可在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内，以及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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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通报 

（一）新闻动态 

1.我校举行 2015 年澳门研究生学位颁授仪式暨新生开学典礼 

9月 7日晚，我校在澳门举行华侨大学 2015年澳门研究生学位颁授仪式暨

硕士研究生课程（澳门班）开学典礼。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达、中央人民政府驻澳

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化教育部部长徐婷、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职

务主管丁少雄、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代副局长黄健武、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常务副会

长陈锦鸣、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校董事会副秘书长唐志坚、校董陈明金、澳门

业余进修中心校长黄进及其他澳门各界嘉宾出席典礼，典礼由副校长吴季怀主持。 

贾益民回顾我校研究生教育在澳门地区的发展历程，向支持我校在澳门办学

的特区政府、为办学提供帮助与便利的校董及校友表达了感谢之情。他寄望毕业

生们永葆学习动力，牢记学校“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发扬爱

国爱澳精神，成长为澳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黄进历数业余进修中心与我校二十余年的合作历史，指出从本科到研究生的

多层次教育合作及所开设的多门高水平课程，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为澳门社会

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博士研究生高展明代表全体毕业生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并鼓励学弟学

妹领会“会通中外，并育德才”，坚持梦想、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和

澳门发展蓝图之中。 

据悉，此次共有 74名澳门研究生获授学位。另外，华侨大学 2015 级澳门研

究生新生共有 36人，分别入读建筑学、企业管理、法律硕士等专业。 

2.我校召开期初研究生工作会议 

9 月 11 日下午，副校长吴季怀在厦门校区主持召开期初研究生工作会议，

研究生院负责人、各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负责人及研究生秘书与会。 

会议在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203室举行。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就我校当前研

究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两大重点任务和五项具体工作作了具体说明：我校当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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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工作指导思想为以学位授权点评估为抓手，促进学位点建设与发展；以导师

团队和名导师建设为支撑，提升指导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以课程建设和基地建

设为重点，提高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要围绕学位点评估和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

养工程两大重点任务，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与奖励、实践基

地、课程建设、导师队伍建设等五项具体工作。 

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勇泉、黄富贵分别就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学位点专项

评估与水平评估、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申报、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课程建设

立项申报、培养方案调整等工作作了通报与安排，并就研究生课堂教学与学位论

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提醒与说明。 

吴季怀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我校研究生

教育综合改革。要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效配置资源，合理对学院放权；

要重在发现问题，诊断问题，解决问题。第二，要继续深入开展学位点评估工作。

要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为指导思想，确保

所有参评学位点通过国家评估；各学院在 10 月 1 日前必须提交基础情况报告。要

以学位点评估为抓手，凝练学科方向，规范培养过程，提升培养质量，加强导师队

伍建设，促进学位点建设；对学科方向分散、导师较弱、培养质量较差的学位点，

学校将进行整改。第三，要积极推进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工程建设。要以提高研究生

创新能力为重点，修订培养方案；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提升研究生创新水平；要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能力，破除导师资格终身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要

重视课堂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改进课堂教学，加强实践教学；要改

革研究生教育评价监督体系，制定科学评价标准，完善评价反馈机制。 

会议透露，为提高生源质量，我校将在旅游学院进行博士招生全脱产试点，

旅游学院新增博士生导师招收的首批博士生必须是全脱产学生。 

3.我校举办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专题讲座 

9月 16日上午及下午，研究生院在厦泉两校区分别组织研究生新生入学教

育专题讲座，两校区研究生秘书、2015级全日制研究生听取了讲座。 

讲座分别在厦门校区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204室和泉州校区纪念堂科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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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致欢迎辞。她在致辞中寄语研究生新生在即将开始研

究生学习前要牢记“研究、导师、规则、诚信”八字：研究生重在研究，研究生

培养重在研究能力的培养，而研究是主动和系统探索学习的过程，研究生阶段要

能够沉下心来进行研究，要培养独立工作和深层思考的能力；导师是研究生学习

阶段的领路人，研究生要多与导师联系沟通，提升学术水平，开阔学术视野；学

校制定了一整套研究生教育规则制度，规则是约束，也是研究生阶段的指路灯，

要了解规则，遵守规则，树立规则意识；诚信是学术研究的底线，是研究生学习

阶段的底线，也是人生道德的底线，夯实这一底线，受益终生。 

副院长李勇泉与黄富贵分别在两校区对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定进行

了详细解读。他们结合实例，对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培养、学制学位、学术规范

及奖学金体系等方面的管理规定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鼓励新生们要尽早了解规章制

度，明确目标方向，掌握研究方法，树立学术规范，努力多出成果，优异完成学业。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新生们畅所欲言，就自身关注的问题纷纷提问求教，研

究生院负责人一一予以详细解答。 

据悉，本次讲座是我校首次组织的全校性的研究生入学教育讲座，旨在使研

究生新生充分了解我校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尽早融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生

活，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端正治学态度，确立学术目标。 

4.我校代表参加 2015 年全国研究生培养协同工作平台建设与博硕士

学位论文评价研讨会 

9月 16日至 20 日，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主办的“研究生培养协同工作平台”与博硕士学

位论文评价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大会主要围绕“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硕

士学位论文评价”两个主题进行交流和研讨。我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勇泉、黄富

贵代表学校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议期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立生主任作了重要讲话，指 

出加快研究生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必须内外

发力，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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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的负责人分别作《研究生教学科研管理现状与问题》《研

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体系建设》《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深化培养机制改革，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与机制》专题交流报告。与会代表还就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标准、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等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 

据悉，本次会议是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交

流研讨会，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全国 300多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共 450余名代表参加本次大会。 

5.我校学生学位论文获评全国优秀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近日，从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秘书处获悉，我校 MPA研究生

吴晓慧硕士学位论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满意度测评研究—以泉州

市鲤城区为例》（导师侯志阳副教授）获评第六届全国优秀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

位论文。据了解，教指委于 2015年 4月启动了该届优秀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

一共有 96所院校推荐了 206篇论文参评。在评选过程之中，论文中有可能涉及

作者信息、导师信息、学校信息均已删除，每篇论文均是匿名发送，由 5位专家

认真评审，再经过 2个月的公示，最终确定 18篇论文为全国优秀 MPA 学位论文。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是 MPA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MPA 教育成果的

集中展现。公共管理学院介绍，这是学院研究生培养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体现了

学院一贯规范管理、严格要求，致力于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学术水平。 

6.我校博导郑向敏、吴必虎入选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10 月 11日，国家旅游局在珠海成立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并召开首

次咨询会。我校博士生导师、旅游学院郑向敏教授与吴必虎教授（外聘）获聘中

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首批委员。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出席会议，并为委

员颁发聘书。  

据了解，首批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共 60人，来自高校、行业

协会、企业、金融、媒体、科研机构等多单位，汇聚了旅游业内外、海内外专家

学者，是中国旅游智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落实全国旅游“515 战略”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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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才兴旅”，完善旅游业发展的决策咨询制度，为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重大决策、重大举措提供智力支持。首批委员中，旅游学科专家占 21席。 

近年来，我校大力加强学位点建设，注重内涵发展，研究生指导教师水平大

幅提升。同时，我校积极延聘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我校研究生导师，致力于提

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7.我校代表参加首届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论坛 

10 月 25日，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教授带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研

究生教育国际论坛。来自国内外的 400多名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

者与高校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未来五年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本次论坛

主题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展望 2020”。 

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发言中展望了未来五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阐述了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质量监督保障体系的设想，介绍了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办学的基本设想。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院士

就研究生教育作用、治理体系、教育规律、学位授权审核体系、质量评价与保证

体系、国际化等问题与大家做了分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重点阐

述了自然科学基金与研究生教育唇齿相依的关系，强调促进科研与教育结合，培

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是研究生教育的使命。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教育部学位中心应邀作了主题演讲，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欧洲大学联盟博士教育委员会、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英格兰

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日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主席、澳大利亚研究生教育

院长与主任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代表，先后做了主旨报告或分论坛主题报告。 

我校代表认真聆听了国内外嘉宾的精彩报告，围绕大会和分论坛主题积极参

与互动研讨。对于把握好当前和未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重点内容等

收获良多，对于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办学、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升培养质

量、推进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等工作有了新的认知。同时，感受了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改革理念，增进了对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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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研究生教育现状、经验、机遇与挑战的认识。 

据悉，本次论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共同举办。 

8.全国金融专硕教指委专家来校指导金融专硕培养工作 

11 月 9 日，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到我校经济与金

融学院考察指导我校金融专硕培养工作，并在经管大楼 607会议室召开研讨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经济学院金融

系副主任蒋海、金融教指委秘书处主任刘庭竹作为专家组成员对学院金融专硕培

养工作进行考察指导。我校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副院长李勇泉、专业学位教育

管理中心主任张莉萍、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明海，经济与金融学院院

长胡日东、党委书记钟伟丽等与专家组进行座谈，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林俊国

做金融专硕 MF教育总结报告。  

刘庭竹首先就评估情况、评估方式等方面简要介绍了此次考察的工作安排，

阐明了此次考察的初衷及背景。林俊国从发展环境、制度建设、办学条件、招生

质量、办学培养、就业指导等方面作总结报告，阐述本院 MF 教育的现状，并就

目前的优势和遇到的困难作说明。  

专家组成员肯定了华侨大学开展金融专业硕士教育的区位优势、良好环境和

坚实基础，并对华侨大学对 MF 教育足够重视、制度建设扎实、师资潜力巨大、

政策支持全面等表示充分赞赏。同时，各位专家就金融硕士的招生规模、校外导

师指导、毕业论文形式、学生实践就业等问题展开讨论，指出我校金融硕士目前

的不足和改进空间。专家组列举了其他高校的具体举措、海外高校的培养模式等

鲜活实例，启发学院金融专业硕士培养的改革。  

专家组强调，专业硕士培养是大势所趋，培养模式正确的大方向要坚持推进，

希望华侨大学专业硕士培养闯出自己的特色，培养应用型的高水平人才适应社会

经济的发展。座谈会后，专家组还对相关材料进行细致评阅。 

据了解，我校 2011 年成为首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截至目前已有三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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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校代表参加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11 月 4 日至 6 日，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承办的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

讨会在深圳召开，我校研究生院副院长黄富贵代表学校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为“激发机制模式创新，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哈尔滨

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国

内著名工科高校的代表，分别作了题为《面向硕士研究生复试的结构化面试研究

与实践》、《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体系构建和改革探索》、《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实

践》、《研究生创业教育：理念、平台及载体》、《基于职业发展能力的交通运输工

程师培养要求分析》、《面向智能制造的控制领域工程人才培养》的会议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分别就“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价值观塑造”等研究生教

育领域的专题展开了分组讨论。 

据悉，全国工科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研讨会有

来自全国 122所工科高校的 272名代表参加。 

10.我校组织研究生工作人员赴上海南京学习交流 

11 月 4日-8日，我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勇泉率研究生院部分工作人员、研

究生秘书赴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及南京邮电大学学习交流。  

在为期 5天的交流学习中，我校一行与对方高校就研究生管理体制、专业学

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生工作站建设、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学术交流资

助及研究生奖助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学习到对方高校很多先进做法与特

色经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根科在座谈中指出，研究生课程建设要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学术型研究生要强调硕博贯通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课

程则要贴近行业、贴近社会、贴近应用；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朱易然提出，

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要以职业需求、实践能力与产学研结合为中心，以招生机

制、专业特色、质量保障体系以及多元化资源聚合机制为支撑，抓好课程体系改

进、实践基地建设、出口能力保障和课程实践出口三位一体四个环节；华东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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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也分别就研究生奖助体系和研究生工作站建设等方面介绍了

本校的特色做法。  

我校一行还参观了上海交通大学“零号湾”大学生创业园和南京大学仙林校

区大学生创业园，并就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机制、创业团队培育、创业园建

设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是继 2014年 9 月广州学习交流后，研究生院组织的

第二轮我校研究生工作人员赴外学习交流活动，旨在拓宽工作视野，学习兄弟院

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先进做法与特色经验，提升研究生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同

时进一步促进我校与对方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深入合作。 

（二）工作通报 

11.关于直接认定乌东峰等人为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根据《华侨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试行）》（华大研〔2014〕7号）

文件规定，经研究，决定直接认定乌东峰等 9人为我校相关学术学位授权点研究

生指导教授；依照新增专业学位硕导标准，参照研究生导师直接认定程序，直接

认定刘嘉峰等 2人为我校相关专业学位授权点指导教师。具体名单如下： 

1.直接认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博士生导师）名单： 

数量经济学 乌东峰 

机械工程   章  明 

生物医学材料 Remi Chauvin、Farzin Farzaneh 

旅游管理 龙 元、吴必虎、董  靓 

2.直接认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学术学位硕导）名单： 

化  学 沈江珊 

建筑学 董  靓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接卿 

3.直接认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指导教师（专业学位硕导）名单： 

建筑学   刘嘉峰 

旅游管理 张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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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侨大学推荐参评福建省优秀学位论文公示名单 

序 

号 
作者 

学生

类型 
论文题目 导师 

1 肖尧明 博士 大面积柔性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吴季怀 

2 邓爱华 博士 超临界流体技术制备丝素/聚乳酸复合组织工程支架的研究 王士斌 

3 叶勇 博士 表层嵌埋预应力 CFRP 筋组合石梁/板受弯性能研究 郭子雄 

4 张敏锋 博士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研究 李拉亚 

5 林剑 博士 企业创意人才生态系统健康研究 张向前 

6 赵岩 博士 民营企业政治联系下的过度投资治理效应研究 陈金龙 

7 黄晓平 博士 
组织激肽释放酶结合蛋白细胞膜受体的分离鉴定与其

抗肿瘤分子机制的研究 
刁勇 

8 钱明辉 博士 金融危机空间传导及预警研究 胡日东 

9 杨丁柱 学硕 超临界流体技术构建粗糙纳米纤维组织工程支架研究 陈爱政 

10 李建福 学硕 缺铁胁迫下柑橘菌根共生体酚类物质及其关键基因研究 王明元 

11 邓伟琼 学硕 山地河流水电开发后河岸带植物及繁殖体响应机制 孙荣 

12 阙兰芳 学硕 染料敏化太阳能高性能光阳极和低铂对电极研究 兰章 

13 张国华 学硕 CdSxSe1-x/ZnCr-LDH介孔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 林碧洲 

14 杨智敏 学硕 新型光伏电池混合系统和光伏制氢系统性能优化的研究 林比宏 

15 张磊 学硕 部分相干光束的调制与传输 蒲继雄 

16 许东旭 学硕 新型视频编码标准 HEVC帧内帧间快速模式选择算法研究 林其伟 

17 何西 学硕 部分相干 Bottle beam及 Bessel光束的研究 吴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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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学生

类型 
论文题目 导师 

18 王立鹏 学硕 
超声波激振随焊控制铝合金焊接应力及变形的应力应

变研究 
周广涛 

19 陈旭 学硕 卸荷变形条件下岩石渗流-应力耦合特性三轴试验研究 俞缙 

20 武豪 学硕 内藏式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抗剪性能试验研究 郭子雄 

21 李春浩 学硕 基于生态理论的区域创新型人才流动研究 张向前 

22 陶磊 学硕 民事调审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许少波 

23 林超英 学硕 非线性 Schrödinger 方程的守恒格式 黄浪扬 

24 母晓凤 学硕 
可形成纳米孔径膜的液体创可贴对皮肤伤口愈合的作

用和分子机制研究 
刁勇 

25 李龙飞 专硕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在厦门建筑外墙设计中的应用 尹陪如 

26 肖达斯 专硕 霞村客家古村落空间营造的有机防灾策略研究 杨思声 

27 周畅 专硕 中国当代实验性建筑中的砖建构研究 尹培如 

28 占申标 专硕 重组鱼精蛋白和 Apidaecin 的表达与抗菌活性分析 李招发 

29 曾焕斐 专硕 基于顾客满意度提升的泉州供电企业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吕庆华 

30 李翔 专硕 连城县特色旅游营销策略研究 杨树青 

31 蒋佳鸣 专硕 非上市中小民营企业股权激励研究——以 A 公司为例 郑文智 

32 康再玲 专硕 
“调解优先”司法政策限度论——以 P 市诉讼调解大数

据分析为视角 
许少波 

33 张晟玮 专硕 我国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法律监管的问题研究 江眺 

34 陈永固 专硕 论刑事裁判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应因之策 黄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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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确认皮常玲等 5 名同学硕博连读资格的决定 

根据《华侨大学硕博连读实施细则》（华大研〔2013〕29 号）的规定，经

本人申请、博士培养单位综合面试考核、研究生院审核、全校公示，现对以下 5

名同学的硕博连读资格予以确认： 

学号 姓名 年级 
硕士阶段

所学专业 

申请硕博

连读专业 

报考博导

姓名 

综合面试

考核成绩 
备注 

1300203020 皮常玲 2013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郑向敏 87 3+3 

1300212014 魏博茜 2013 行政管理 旅游管理 黄安民 85 3+3 

1300208001 周小斌 2013 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 荆国华 90 3+3 

1400215004 张晓波 2014 微生物学 生物化工 杨素萍 88 2+3 

1400202019 麦少瑜 2014 有机化学 应用化学 宋秋玲 85 2+3 

以上 5名同学的博士入学年月为 2016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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