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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报字（部）14 号  2017 年第 2 期（总第 12 期）             内部报刊仅限校内发行 

主办：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2017 年 7 月 5 日 印发 

【本期导读】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答记者问 

 

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通报 

(一)新闻动态 

1.华侨大学 2016年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 

2.我校博士生在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发表研究论文 

3.我校硕士研究生在国际顶级会议发表论文 

4.研究生承志英才学科竞赛奖励首批名单公布 

5.2017 国际五校研究生联合设计课程开营 

6.华侨大学 2017年研究生学术文化月开幕 

7.华侨大学首届研究生跨学科论坛举办 

8.第一届中国公共管理论坛暨 2017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Ⅱ）成功举办 

9.华侨大学第八届第二任研究生委员会委员选举大会召开 

10.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月闭幕式暨科研之路主题分享会举行 

11.我校召开新增博士点申报专家通信评议反馈与工作布置会议 

12.我校召开新增博士点、硕士点申报工作推进会议 

13.我校召开工程专业学位博士点申报工作协调会 

14.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15.期末研究生工作会议召开 

（二）工作通报 

16.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术论坛资助项目一览表 

17.2017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情况一览表 

18.2017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情况一览表 

19.2016年福建省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名单 

20.2017年 7月新增研究生导师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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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就《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答记者问 

3 月 13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请简要介绍制定出台《办法》的背景和意义。  

  答：自 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先后组织开展了 11 批学位授权审核、1 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

学位授权审核和多次专业学位授权审核，建立了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制度，逐步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目前，我国已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402 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730 个；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博士

项目单位 35 个，硕士项目单位 63 个，基本建立了覆盖各地区、学科门类齐全、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的学位授权体系。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已成

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需要

进一步深化学位授权审核改革。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不断深入，中央对依法治教、

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审批提出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快制定学位授权审核办法。

30 多年的学位授权审核实践，在不断完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同时，也为制定

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提供了坚实基础。因此，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办

法》，进一步规范学位授权审核标准和程序，保证学位授权质量，促进研究生教

育发展，服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2. 请谈谈《办法》的总体思路。  

  答：一是坚持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和全

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这一核心任务，

以优化学科结构为重点，突出按需授权，严把质量关，引导学位授予单位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主动服务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特色和优势。 

  二是突出质量标准主导作用。进一步细化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根据

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目标，提高申请标准，加强与研究生培养的衔接，按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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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学位授予单位、新增学位授权点，分别制定起点更高、标准更严、针对性更强

的申请基本条件，改变过去以分配数量指标为主要方式的做法，严格按申请基本

条件，依法依规实施授权审核。 

  三是扩大省级统筹和高校办学自主权。明确省级学位委员会职责，科学规划

本区域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点的发展与建设，分批分期有序开展授权审核。放权

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评审，探索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学

位点，这是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学位授权审核改革

的方向，目的是进一步激发学位授予单位办学活力，推动其内涵发展，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 

  四是加强授权审核监管。强化学位授权审核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资源配

置、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权点评估的有效衔接，加强授权审核工作过程管理，加

大信息公开和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3. 请介绍一下《办法》的制订过程。  

  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结束后，学位办与部分省市学位委员

会和部分高校成立工作组，组织专家就学位授权审核办法进行研究。在总结过去

学位授权审核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学位授权审核改革意见、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转变政府职能和

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数据的收集分析，研究起草了学位授

权审核办法的初稿。初稿形成后，工作组多次组织会议，听取不同单位和教育专

家意见，先后征求了 31 个省（区、市）学位主管部门和大部分学位授予单位的

意见，召开了 10 多次专题调研会，听取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的意见，经过

反复研究和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 

  4. 请简要介绍一下《办法》的主要内容。  

  答：《办法》共分为七章 35 条。第一章总则，共 7 条，主要规定了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审核的法律依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体系结构、审核类型和申请

条件制定。第二章组织实施，共 4 条，主要明确了学位授权审核的周期、组织

方式、审批时限和授权审核口径。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对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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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和自主审核单位新增学位点等三类审核工作进行了规

定，共 15 条，主要明确了三类审核的申请范围、审核程序等内容。第六章质量

监管，共 6 条，规定了授权审核中的一些监管处罚措施。第七章附则，共 3 条，

为一些补充说明。 

  5. 《办法》做了哪些制度创新？  

  答：一是加强授权审核制度的整体设计。着眼于供给侧改革，统筹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授权，同步开展两类学位授权；建立常态化授权审核机制，将学位授

权分为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两部分，新增学位授权审核侧重

于增量结构调整，每 3 年实施一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侧重于存量结构优化，

每年开展一次；进一步明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和学位授予单位

的职责；进一步明确授权审核范围，新增单位原则上只在普通高等学校范围内进

行，新增学位点原则上不接受已转制为企业的学位授予单位的新增申请。 

  二是突出质量标准在授权审核中的主导作用。经过 30 余年建设，我国学位

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已具有相当规模。根据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的要求，为保证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有必要提高授权审核的准入门槛，

改变过去分配数量指标的做法，按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新增博士硕士学

位点和自主审核单位分别制定更加细化、水平要求更高的申请基本条件，充分发

挥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教指委在授权审核中作用，严格按标准和程序实施审

核，保证学位授权审核质量。 

  三是确立以省级学位委员会为主的审核模式。审核重心逐步下移各地区，各

省级学位委员会负责本区域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规划、建设和申报指南编制，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接收单位申请，组织实施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博

士学位点的初审，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硕士学位点的审核，在此基础上

择优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授权审核政策和各类授权审核条

件的制定，以及最终授权审核结果的批准。 

  四是强调授权审核与结构优化、研究生培养和资源配置的衔接，从严控制新

增学位授予单位数量和增长速度。充分考虑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结构，合理确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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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等学校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授予单位的比例。对现有研究生培养质

量不高、教育资源配置明显不足、现有学位点师资队伍支撑有困难的单位，原则

上不再接受新增学位授权申请。 

  五是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办学活力。放权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自主审核，

每年可自主新增学位点，可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设置新

兴交叉学科学位点，为其开展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对这部分

单位提出更加严格的制约措施，要求其学位点审核标准必须高于国家规定的申请

基本条件，新增点 6 年内必须达到相应水平，不能突破质量底线。 

  六是加大对授权审核的监管处罚力度。适当增加公开环节，加强社会对审核工

作的监督。加强授权审核与学位点评估和研究生培养的有效衔接，新增学位点 3 年

后必须接受评估，评估不合格的点 5 年内不得申请增列，对研究生教育资源投入不

足、培养问题较多的单位，将暂停其新增申请。强化权责一致，各单位在获得授权

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材料弄虚作假、违反纪律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6. 请问《办法》发布实施后，后续工作还有哪些考虑？  

  答：一是制定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从办学定位、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条件支撑等方面分别制定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自主审核单位、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基本条

件，强化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衔接。 

  二是抓好《办法》的落实工作。进一步加强省级学位委员会的统筹作用，要

求各省根据本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和研究生教育需求，制订本区域新增学位授予单

位发展规划和新增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确定发展重点，引导区域内学位授予单

位特色发展，切合需求，避免重复建设。 

  三是按照《办法》启动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按照《办法》规定的周期，定期

开展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同步开展学术学位和专

业学位授权审核，引导学位授予单位有序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适时组织人员对各省（区、市）学位授权审核工作进行督查，保证学位授

权审核工作有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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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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2016年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 

3月 28日，华侨大学 2016年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在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主页、福建省教育厅官网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等相关渠道正式

发布，这是我校第二次对外发布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质量报告共分为“研究生教育概况”“规模与结构情况”“招生与就业情况”

“资源与条件情况”“培养与管理情况”“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成效”“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情况”及“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思路”等 8个部分，全方位介绍了

2016 年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与现状，同时通过查找和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对策，充分体现了报告的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科

学性，是学校进行研究生教育决策的重要依据。 

    据悉，今后我校将大力推进和实施学位授权点评估与申报、研究生创新型人

才培养工程，坚持内涵建设，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以立德树人作为人

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以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提升为核心，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我校博士生在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发表研究论文 

日前，在导师宋秋玲教授的指导下，化工学院新一代物质转化研究所宋秋玲

课题组 2016级博士研究生麦少瑜在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上以“Copper-Catalyzed Divergent Synthesis 

of Disulfanes and Benzenesulfonothioates Bearing 2-Aminofurans From 

N-tosylhydrazone-Bearing Thiocarbamates”为题发表研究论文（DOI: 

10.1002/anie.201704091）。 

    这篇文章首次报道了以邻位含有硫代氨基甲酸酯的对甲基苯磺酰腙 A为反

应底物，并利用廉价的铜盐作为催化剂，实现了金属卡宾与硫代羰基的[1+2]环

加成/开环/[1,2]氢迁移等的一系列串联反应，高效地构筑一类含有 2-氨基呋喃

二硫骨架的有用的化合物 B，具有原料易得、反应条件温和、反应时间短等优点，

为含有该类结构的重要天然产物和生物活性分子的合成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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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华侨大学

科技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计划等项目的大力资助。 

《德国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杂志创

刊于 1888 年，近几年 SCI影响因子均高达 11以上，是国际化学类最具权威的两

大顶级期刊之一。 

3.我校硕士研究生在国际顶级会议发表论文 

日前，我校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陈徐湘同学与葛悦禾老

师合作，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天线与电波传播领域最重要的且规模最大的国际

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论文题目为“Improved Design of a Low Sidelobe 

Pyramidal Horn Antenna Loaded with a Metasurface Lens”。 

    论文在 IEEE AP-S Symposium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and USNC-URSI 

Radio Science Meeting 中获 Honorable Mention 奖和 1500美元的参会旅行津

贴，该会议将于 2017 年 7月 9日至 14日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陈同学受邀参加

该会议并将在会议举行的学生论文竞赛颁奖典礼中领取该旅行津贴。 

IEEE 是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全世界最大的职业联盟，拥有会员近 50

万。IEEE 天线传播学会（IEE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Society）是国际天

线和电波传播领域最大的职业联盟，在全世界共有 9000多会员。IEEE天线传播

会议每年举办一次，每次会议论文约 2000 篇，参会人员超过 2000 人。每年全世

界各地天线和电波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会汇聚在这个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探讨。本届会议学生论文竞赛共投稿 159 篇论文。每篇论文需经学生竞赛委员会

监督下的匿名评审（匿去作者名字和单位名称，由三个来自全球的匿名专家评

审）、打分、排名，最终确定获奖学生论文。 

4.研究生承志英才学科竞赛奖励首批名单公布 

为激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各项学科竞赛，以赛代练、以练促学，引导在校生树

立创新观念、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我校于 5月组织开展了研究生学科

竞赛奖励评审。  

本次评选共收到申报材料 16项，包含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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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大赛等诸多

赛事。经校级评审委员会评定，决定对 12项竞赛项目、34名学生以及 9名指导

老师给予奖励。其中国家级竞赛 5项、省部级竞赛 7项，对认定为国家级三等奖

的竞赛，分别给予学生团队及指导教师 1万元奖金。同时对数学科学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等单位的赛事组织工作给予肯定。 

研究生承志英才学科竞赛奖励评选是研究生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创

新实践工作的重要举措。该奖励今后每年定期组织评选，将为我校研究生培养提

供助力和动力。 

5.2017国际五校研究生联合设计课程开营 

3月 14日上午，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部建筑学科、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华侨大学建筑学

院等五所建筑院校联合举办的“2017国际五校研究生联合设计课程——介入与

整合：基于校村共生的华侨文化保护与桥村环境整治方案设计”在我校开营并进

行首讲。五校 60 余名研究生与教师参与了开营仪式。 

    本次设计课程，五校师生将联合对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及其周围村落进行深入

调查与研究，并分专题深化思考，探讨如何通过建筑的介入与整合，弥合华侨村

落文化脉络与大学学区脉络之间的裂隙，最终提出大学校园与村落和谐发展的探

索性方案。课程由五校教授联合指导，并循依去年的成功经验，继续采用“互联

网+”的教学手段。 

    开营仪式上，我校副校长、此次课程的指导教师之一刘塨教授对各校师生的

到来表示欢迎，对华侨大学的历史渊源进行了介绍，重点说明了本次课程的主要

调研对象—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的历史由来，并祝本次联合设计课程取得成功。 

    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路峰教授对参与课程的研究生提出了三个关键词：现场、

联合、研究，希望同学们开启头脑风暴，健康愉快生活。 

    据了解，开营仪式后，课程正式进入现场研究阶段。五校师生将进行实地调

研和踏勘，并混合编组，分不同专项进行调研工作。期间还将针对课题举行系列

专题讲座，现场阶段的成果将在我校建筑学院进行汇报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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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营仪式当天举行了两场专题讲座。我校副校长刘塨教授、华侨华人研究院

许金顶教授分别作《联合设计开题讲座》《侨乡历史文化》专题报告，为课题现

场研究阶段提供了理论和现实操作的指导。 

清华大学许懋彦教授，早稻田大学山田浩史老师，重庆大学邓蜀阳教授、阎

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路峰教授等参加了仪式。 

6.华侨大学 2017年研究生学术文化月开幕 

4 月 15 日上午，由研究生院主办的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月开幕式在庄

为烜报告厅举行。华侨大学副校长吴季怀出席活动并为首届研究生跨学科论坛的

主讲嘉宾代表颁发聘书。 

    吴季怀对研究生学术文化月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就学术文化建设提出四点要

求：一要整合既有资源，结合研究生教育特点，打造研究生学术文化品牌；二要

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增强沟通交流、拓展学术视野；三要加强教育监管、

规范学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风环境；四要发挥研究生主体作用，迸发创新活力。

结合国务院最新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吴季怀对华侨

大学研究生提出三点希望：希望研究生能够大力弘扬主旋律，做好思想引领，为

学术氛围的营造、优良学风的建设助力加码；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压得住心思、

耐得住寂寞，踊跃投身学术科研；能够提升个人能力，胸怀济世理想，肩负起国

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介绍了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变化，她提出，研究生教

育应抓好“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发展主线，而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的成立

正是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丰富研究生第二课堂活动的有力举措。同时，

她希望各位研究生可以踏实做人、用心做事，不要辜负在华园的大好时光。 

    为积极响应学校“学风建设年”的号召，2015 级研究生代表王梦茵现场宣

读了《华侨大学学风建设倡议书》。 

据悉，华侨大学 2017 年研究生学术文化月将持续一个月，举办包括首届跨

学科论坛、研究生学术论坛、承露讲坛、主题论文征集在内的多项活动，旨在进

一步加强和促进学校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全面提高在校研究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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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增进各学院、各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 

7.华侨大学首届研究生跨学科论坛举办 

4 月 15 日上午，华侨大学首届研究生跨学科论坛在泉州校区庄为烜报告厅

举行。此次跨学科论坛的主题为“大学之道”，华侨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张向前

教授、经济与金融学院党委书记黄建烽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北婴副教授、生

物医学学院副院长林俊生教授、旅游学院黄建军副教授等五位嘉宾莅临主讲。校

研究生会指导老师以及各学院研究生代表 200余人参会。 

    五位老师分别从各自学科领域出发，观点多元，风格迥异。张向前教授分学

校层面、教师层面和学生层面提出了自己心中的“大学之道”；黄建烽教授则提

出中国的大学应该拥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和时代特征三个内涵；肖北婴副教授

认为现代大学主要有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大学之道”

应是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价值共同体；林俊生教授从大学之道讲终身学习，在大

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研究生还要掌握网络学习的能力；黄建军副教授则针对“大

学之道”提出了“Criticism（批判主义）”的观点，提出在华侨大学开放、包

容的环境下，华大学生应该“薄技在身，兼济天下”。 

    随后，现场观众就“跨学科研究的途径”、“创新思维与批判思维的培养”、

“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的创建”等多项问题与主讲嘉宾进行深入交流。 

跨学科论坛是针对华侨大学研究生举办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论坛围绕时

下热点问题，邀请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同一个话题进行交流、探讨，通过这

种方式进行多学科的思想碰撞，激发新的创新思维，是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据

悉，此次跨学科论坛是 2017 年研究生学术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由研究生院主

办，华侨大学研究生会和青年理论研究会承办。 

8.第一届中国公共管理论坛暨 2017 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Ⅱ）

成功举办 

6月 3日，“第一届中国公共管理论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暨 2017 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Ⅱ）”在我校泉州校区举行。校长贾益民

致开幕辞，副校长曾路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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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华

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侨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主办, 华侨大学政治发展与

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全国 7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110 余位专家学者

及 40余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上，贾益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

究院院长张翼教授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果，解读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

的内涵。《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主编鲍静在国家信息化背景下剖析了公

共管理理论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教授

作了题为“治理的文明与文明的治理”主旨发言，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治理文化是

一个不断超越向上的文化；中国治理现代化与西方的治理现代化主要存在以人民

为中心、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四个方面的重大区别。 

在论坛主题发言环节，来自中山大学、贵州大学、湘潭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云南大学、青岛市委党校、华侨大学等高校的 11位学者分别就国家治理、

城市治理、公共政策执行等主题进行演讲。 

分论坛共四场，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公共政策工具、社区治理、农村治理、

公务员工资水平、志愿失灵、乡村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基层协商决策模式”“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社会保障和家庭支持”“公共文化

服务、互联网+国家治理、政府信息公开、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研究生学术论坛吸引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理

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

3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会，共收到参会论文 47篇。论坛分为两场，大家围

绕“城市治理、环境保护、政府绩效评估、社会组织管理、信息治理”“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企业服务、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民间小型慈善组织资金筹集、城市

公共安全管理、廉政建设”等展开交流讨论。经匿名评审，最终评选出优秀论文

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2名、优秀奖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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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华侨大学第八届第二任研究生委员会委员选举大会召开 

6月 4日，华侨大学第八届第二任研究生委员会委员选举大会在泉州校区算

治馆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八届第一任研究生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

了新一任委员会，旅游学院 2016级研究生王亚凡当选为新一任研究生会主席。 

    研究生院副院长李璐岚对第八届第一任研究生会在营造学术氛围、丰富校园

文化和全面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等方面作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同时，希望广大研

究生能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凝聚共筑中国梦的正能量，以“自我服务，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为理念选出能展现良好形象、团结广大同学的委员会委员。 

    第八届第一任研究生会主席李唯从研会建设、活动举办、经验总结、未来定

位等方面对校研究生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并希望下届研究生会在构建

双向平台交流、推进学术文化活动体系建设、塑造研究生会品牌形象等方面继续

努力，锐意进取。 

经 37名委员候选人公开竞选演讲和与会代表无记名投票，大会选举产生了

田子歌等 25名第八届第二任研究生委员会委员；王亚凡、田子歌、吕奋超、张

瑶、李菲菲、陈磊、吕梦醒等 7名同学任常委，旅游学院 2016 级研究生王亚凡

当选华侨大学第八届第二任研究生委员会主席。 

10.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月闭幕式暨科研之路主题分享会举行 

6月 6日下午，由华侨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华侨大学研究生会承办的学术文

化月闭幕式暨科研之路主题分享会在厦门校区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101室举行。 

    闭幕式邀请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老师刘文波、国际关系学院老师刘文正分

别就学术文化月中开展的“‘一带一路’共建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论文征集

活动及“一带一路”的相关知识进行点评和讲授，并为论文征集活动中的获奖者

颁奖。 

    研究生院副院长李璐岚在讲话中肯定了本届学术文化月活动取得的丰硕成

果，希望以此活动为契机，促进校园整体学术氛围的提升，激发广大研究生探究

新问题、创造新方法、发掘新知识的求学意识。 

    此外，本次闭幕式还邀请了五名在不同学术领域有优异表现的学生代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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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论文撰写、学科竞赛、学术交流、境外交流学习、创新创业进行了主题为“科

研之路”的分享，向现场同学展示了他们的科研探索的心路历程及所思所感。 

    据了解，本届学术文化月共计举办“一带一路”主题论文征集 1次，研究生

院资助研究生论坛项目 8场，各学院承办校研究生会承露讲坛 5场，两校区十四

个学院共计举办各类学术论坛及讲座 44 场，丰富了研究生学术生活，促进各学

科之间的交流，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 

11.我校召开新增博士点申报专家通信评议反馈与工作布置会议 

15 月 22日上午，我校在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203室召开新增博士点申报专

家通信评议反馈与工作布置会议。校长贾益民，副校长吴季怀、刘塨出席会议。

相关职能部门与学院负责人与会。 

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首先介绍了本次新增博士点申报材料校外专家通讯评

议反馈情况，就专家反馈指出的问题作说明，并介绍国务院和省学位办对申报工

作的基本要求与注意事项。 

吴季怀就新增博士点申报的工作安排作部署。他要求，一要有大局意识，从

学校整体层面全盘考虑申报工作；二要高度重视申报的各个环节，注重工作细节；

三要有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各学科带头人必须对各学位点的申报材料把关定

稿；四要客观精准，申报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决不允许弄虚作假；五要按时高效，

各学位点申报材料必须按照省学位办要求的时间点准时报送。 

贾益民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目前已是新增博士点申报工作的冲刺阶段，时间

紧、任务重，各学院在此阶段必须把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贾益民强调：第

一，要充分认识到本次博士点申报的机遇与挑战，认识到博士点申报对于我校未

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第二，要有

信心，要严格、认真按照申报条件做好本次申报工作，力争我校在一级学科博士

点数量上有一个大的突破；第三，学位点申报不只是一时，而是要立足长远，做

好学科发展规划，要根据本学科的发展规律，凝练学科方向，考虑如何发展优势

和特色。 

会上，贾益民、吴季怀并就各学院在本次申报中的困难和问题作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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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按照国务院与福建省学位办相关要求，我校将于 7 月中旬向省学位

办提交新增博士点申报相关材料。 

12.我校召开新增博士点、硕士点申报工作推进会议 

5 月 31 日下午，我校在陈嘉庚纪念堂二楼会议室召开新增博士点、硕士点

申报工作推进会议。校长贾益民、副校长吴季怀出席会议。研究生院、发展规划

处、人事处及相关学院（研究院）负责人与会。 

    吴季怀强调，对于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学位点审核增列的基本条件，各单位必

须反复读、认真看。申报材料的数据填报与文字表述务必准确，材料填报要实事

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同时要根据目前学位点实际对成果与人员合理调整，充实

申报材料，要充分展现本学位点目前的成果与水平。 

    贾益民在总结讲话中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各学院党政领导必须高度重视申

报工作，要亲自抓，亲自组织，亲自做工作。学院党政领导要认真开会研究推进

申报工作，领导班子要形成合力，同心同德地推进申报工作顺利开展；学院领导

班子要在本单位全体教职工中进行宣传动员，要让广大教职工充分认识到学位点

申报是关系到学校未来发展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全体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要

营造良好的申报氛围。第二，学位点申报工作要严格遵照国务院与省学位办的相

关要求，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按时按规地完成。各学位点的申报材料严禁弄虚作

假，否则受影响的是学校的整体申报工作和声誉。第三，要以学位点申报与合格

评估为契机，进一步明确学位点的未来发展方向；要对照申报和评估条件，认真

查摆问题，做好未来三年的学位点发展规划，推动学位点建设。 

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在会上汇报了福建省 2017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

作会议精神，就学位点申报简况表的填写要点和注意事项逐一进行说明。与会人

员并就申报工作进行讨论与交流。 

13.我校召开工程专业学位博士点申报工作协调会 

6月 28日下午，我校在泉州校区李克砌五楼会议室召开工程专业学位博士

点申报工作协调会，研究生院、科技处、机电及自动化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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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工学院、

生物医学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由副校长吴季怀主持。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院长张认成与副院长刘斌就申报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

况表的填写事项逐一进行了介绍，并就工程专业学位博士点申报中对专业特色、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水平等方面的要求做了详细说明。 

吴季怀就各相关单位负责的具体工作任务做了安排与布置，各单位一致表示

将全力支持和配合本次申报工作。与会人员就申报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交

流，并就申报的学科领域、各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相关领域的师资配备、科研成

果填报等申报工作中的几个关键要点达成了初步共识。 

14.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6月 21日，我校在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 403会议室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批准了学位授予、学位点审核增列和动态调整等工作。我

校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贾益民主持会议，学位评定委员会 19位委

员出席会议。 

经会议审议，决定授予 5795人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其中全日制学士学

位 4763 人，非全日制学士学位 15人，硕士学位 1004人，博士学位 13人。会议

审议批准了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 119人，其中硕士导师 110人，博士生导师 9

人。此外，会议还审议批准了拟申报哲学等 1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数学等 7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批准了拟动态调整学位授权点名单。 

15.期末研究生工作会议召开 

6月 28日下午，我校在李克砌纪念楼五层会议室召开期末研究生工作会议，

总结本学期工作，并就下一阶段主要工作进行说明部署。副校长吴季怀主持会议，

研究生院负责人、各学院（研究院）分管研究生工作负责人、研究生秘书及研究

生辅导员与会。 

    吴季怀要求，新增学位点申报材料将于暑假期间提交省学位办，相关学院要

有序推进申报工作。申报材料要确保按时精准，如有问题或疑问要及时与研究生

院沟通。此外，我校目前博士生如期毕业率较低，各培养单位要加强博士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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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环节把控，对症下药采取措施，切实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从招生、境外研究生、学位点申报与动态调整、学位点

合格评估与建设等方面回顾总结了本学期工作，并就下一阶段新增学位点申报的

程序与时间节点作了详细说明；研究生院副院长黄富贵对本学期毕业与学位授

予、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实施情况、教改项目申报、基地建设、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推进等工作作了总结；研究生院副院长李璐岚就本学期学风

建设、学术活动与学科竞赛开展、资助管理、研究生会建设等工作作了说明。 

 

（二）工作通报 

16.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术论坛资助项目一览表 

申请学院 论坛（期刊）名称 资助等级 
资助金额 

（元）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2017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Ⅰ）

暨 2017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生论坛 
一等论坛 

活动资助 
1.5万 

2017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Ⅱ）

暨第一届公共管理研究生学术论坛 

工商管理学院 行走中的管理学 
二等论坛 

活动资助 
0.6万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术论坛 

机电及自动化

学院 
博学论坛 

三等论坛 

活动资助 
0.5万 

旅游学院 旅游论道之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 
三等论坛 

活动资助 
0.3万 

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 
哲社学院苹果讲烩 

三等论坛 

活动资助 
0.2万 

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 
《天人之际》 

学术交流 

期刊资助 
0.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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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培养单位 

盲送

份数 

优秀 

（≥90分） 

合格 

（70-89） 

不合格 

(＜70分)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75 14 57 4 

2 经济与金融学院 100 15 82 3 

3 法学院 60 6 52 2 

4 国际关系学院 26 7 19 0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 3 17 2 

6 文学院 38 11 27 0 

7 华文学院 28 5 21 2 

8 外国语学院 24 4 20 0 

9 数学科学学院 28 15 13 0 

10 统计学院 16 3 13 0 

11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142 23 118 1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6 29 97 0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58 28 123 7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 19 79 6 

15 土木工程学院 133 26 105 2 

16 化工学院 106 21 85 0 

17 建筑学院 114 19 92 3 

18 工学院 20 3 17 0 

19 生物医学学院 86 16 65 5 

20 工商管理学院 93 11 80 2 

2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68 14 49 5 

22 旅游学院 48 7 41 0 

23 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265 13 228 24 

24 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278 15 253 10 

25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72 3 66 3 

26 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28 3 22 3 

  合计 2258 333 184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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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7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培养单位 检测篇数 通过数 不通过数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6 26 0 

2 经济与金融学院 47 47 0 

3 法学院 29 29 0 

4 国际关系学院 13 13 0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9 0 

6 文学院 19 19 0 

7 华文学院 24 24 0 

8 外国语学院 12 12 0 

9 数学科学学院 14 14 0 

10 统计学院 8 8 0 

11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67 67 0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0 59 1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71 71 0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47 47 0 

15 土木工程学院 63 63 0 

16 化工学院 53 51 2 

17 建筑学院 56 56 0 

18 工学院 9 9 0 

19 生物医学学院 35 34 1 

20 工商管理学院 44 43 1 

2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4 24 0 

22 旅游学院 22 22 0 

23 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109 109 0 

24 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124 124 0 

25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4 34 0 

26 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9 9 0 

  合计 1028 10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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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6年福建省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名单 

序

号 
作者 

学生

类型 
论文题目 导师 

1 沈金海 博士 基于烯胺酮的系列杂环构筑 崔秀灵 

2 黄宗传 学硕 
CoAl-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超

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王森林 

3 张锦芳 学硕 硫化镍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林建明 

4 刘明瑞 学硕 基于石墨烯载体的钯基催化剂的制备及电催化性能 彭程 

5 李晓聪 学硕 
有机光敏剂-钴分子催化剂人工光合成产氢体系的构

建与性能研究 
骆耿耿 

6 王金丹 学硕 基于SpyTag/SpyCatcher的酶分离纯化及固定化的集成 张光亚 

7 夏玉峰 学硕 
高级氧化降解偶氮染料和苯扎氯铵机理及产物可生

化性研究 
洪俊明 

8 王江全 学硕 径向超声振动锯切装置研制及其加工特性研究 沈剑云 

9 赫高峰 学硕 运动捕获数据重构及检索关键技术的研究 彭淑娟 

10 官威 学硕 自适应主元分析的线性时变结构工作模态参数在线识别 陈锻生 

11 廖景亮 学硕 差分演化算法中个体选择机制的研究 王田 

12 吴循循 学硕 
青黛抗白血病活性成分的细胞膜色谱筛选及靶标鉴

定研究 
刁勇 

13 吴建 学硕 考虑爆源因素的爆破振动特性及数值模拟研究 陈士海 

14 黄惠玲 学硕 激光光束经过强散射介质聚焦的研究 蒲继雄 

15 谢晓霞 学硕 无衍射光束在特殊光学元件中的衍射特性 吴逢铁 

16 陈顺意 学硕 径向偏振光束在自由空间及大气中的传输特性 丁攀峰 

17 林晓红 学硕 辅助临床诊断中的脊柱图像关键特征提取量化算法研究 闫铮 

18 林鸿鑫 专硕 多天线协同网络安全传输技术与性能分析 赵睿 

19 王雅雅 专硕 基于青少年地方认同的泉州博物馆主题旅游提升研究 陈金华 

20 吴小婷 专硕 泉州溪底派大木匠师王世猛落篙技艺研究 陈志宏 

21 来雨静 专硕 蔡氏古民居建筑装饰吉祥图案研究 彭晋媛 

22 王潮阳 专硕 
大曲率主管的圆钢管和圆钢管混凝土节点轴压性能

试验研究 
陈誉 

23 张建智 专硕 膨胀岩隧洞时效变形的黏弹塑性力学解析研究 俞缙 

24 冯喆 专硕 不同水质条件下颗粒物对模拟太阳光灭活病毒的影响 苑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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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7年 7月新增研究生导师名单公示 

新增博士生导师名单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 连朝毅 杨少涵 

数量经济学（020209） 杨默如 

机械工程（0802） 宋  武 刘红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 卢灿忠 程国林 

生物医学材料（0805Z2） 陈  凌 

结构工程（081402） Bahram M.Shahrooz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 孙晓琦 于瑞莲 周作明 

企业管理（120202） 杨学太 

旅游管理（120203） 李勇泉 

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名单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哲学（0101） 郭荣茂 李忠伟 

应用经济学（0202） 陈燕妮 吴尤可 

法学（0301） 李士林 屈广清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   李振跃 

中国语言文学（0501） 
刘  甜 孙利萍 赵  旭 吴菲菲 田文兵 王  军 

黄燕平 袁碧霞 欧阳光明 

世界史（0603） 陈琮渊 王怡苹 

化学（0703） 陈宏伟 胡  婷 孟令一 田向东 

机械工程（0802） 张际亮 占  炜 

光学工程（0803） 陈旭东 

仪器科学与技术（0804） 范  伟 马  恩 叶瑞芳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 陈  儆 高  鹏 匡小飞 朱浩淼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 刘玉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张国亮 

建筑学（0813） 郑剑艺 

土木工程（0814） 林建平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 方  军 甘林火 景孝廉 刘勇军 杨  帆 赵  珺 

生物医学工程(0831) 李三署 马俊杰 王连会 张  云 

城乡规划学（0833） 高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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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0835） 谢晓东 

工商管理（1202） 郭  韧 刘  进 吴东儒 王  伟 王智生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 毛浩然 黄文溥 朱  琳 李志君 陈恒汉 

基础数学（070101） 
黄华林 夏永辉 崔海波 蔡清波 洪继展 林炎海 

汪东树 徐博驰 尹海燕 

旅游管理（120203） 张  慧 

行政管理（120401） 和  红 

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名单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金融（0251） 余建干 

体育（0452） 马文友 

汉语国际教育（0453） 高  翀 盛译元 臧胜楠 

翻译（0551） 许春翎 

新闻与传播（0552） 刘  晗 张志坚 

建筑学（0851） 高江菡 高力峰 刘仁芳 曾煜朗 

机械工程（085201） 陈其怀 付胜杰 苏琳芬 吴晶晶 王苗辉 温秋玲 

电气工程（085207） 项雷军 叶志军 

电子与通信工程（085208） 傅文渊 王  锋 余燕忠 

计算机技术（085211） 林昌龙 

建筑与土木工程（085213） 叶  勇 

化学工程（085216） 耿  頔 谢晓兰 袁俊生 张  娜 

生物工程（085238） 蔡双凤 黄晓平 

工商管理（1251） 王  娜 

公共管理(1252) 吴瑞财 

旅游管理（1254） 韩光明 

艺术（1351） 
王尔义 谷玉梅 郭振文 何韵旺 贾  怡 刘菊亭 

谭永胜 吴  彦 叶扬秋 郑  黎 赵  洋 张  艺 

 

 

 

本期送：校领导，校内各职能部门、各教学科研单位 

 

顾问：王丽霞  黄富贵  李璐岚                 本期责任编辑：孙小语 

 

邮箱：hquxy@hqu.edu.cn                       联系电话：0595-22695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