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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报字（部）25 号  2016 年第 4 期（总第 10 期）             内部报刊仅限校内发行 

主办：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2016 年 11 月 14 日 印发 

【本期导读】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教育部就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有关工作答记者问 

 

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通报 

(一)新闻动态 

1.我校举办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专题讲座 

2.我校举行 2016级澳门硕士研究生班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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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年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第 13期案例教学培训 

暨全国 MPA案例编写与教学专题会在我校举行 

5.我校新增 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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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教育部就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有关工作答记者问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

通知》（教研厅[2016]2 号），为进一步做好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就相关政策回答了记者提问。 

  1.加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统筹管理的背景和意义。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专门人才

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从恢复到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读

各类研究生已超过 200 万人，培养形式也从传统的全日制形式发展为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并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亟需的各类人才。在推进高层次创

新型专门人才培养，建设世界研究生强国的新形势下，加强对我国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统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办学。由于我国

研究生教育形式与投入机制、奖助政策、人事和户籍管理以及就业服务等紧密联

系，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培养形式的多样化，现有的研究生招生计

划、培养过程、学历学位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已不适应发展需要，影响

正常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此次对我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做出明确界定，有

利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完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

统筹管理和规范管理，防范行政管理风险，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第

二，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更新速度的日

新月异，传统的全日制学习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获取知识的要求。统筹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功能，不断满

足社会需求，促进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第三，推动研究生教育科学管理。明确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界定和招生计划等方面的统筹管理，有利于研究生培

养单位根据社会需求科学制定研究生招生计划和培养方案，有利于考生根据个人

发展需要准确选择报考单位和学科专业以及学习方式，有利于用人单位准确聘用

硕士或博士学位获得者，有利于加强社会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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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界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录

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录

取，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

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

生。 

  3. 如何下达研究生招生计划？  

  从 2017 年起，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分别编

制和下达全国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在所下达计划内（国家下达的专项招

生计划除外），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据社会需求和培养能力自主安排已有学位

授权点招生规模。 

  4. 是否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招考方式？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取消后，相关工作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

统一考试招生。因原有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即允许在职人员报考，也存

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纳入后只须在录取时明确全日制或非全日制

两种学习方式，其他不做任何变化。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

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各培养单位的招生简章应公开学习方式、修

业年限、收费标准和办学地点等信息。考生根据国家招生政策和培养单位招生简

章自主报考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研究生。具体考试招生政策见我部年度研究生招生

管理文件。 

  5. 是否改变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投入机制？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

〔2013〕19 号）已明确对研究生拨款、奖助、收费等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进

行管理。统一规范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从计划安排即可区分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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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拨款、奖助工作更规范，也便于监督管理。 

  6. 如何保障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  

  各培养单位须根据研究生学习形式和生源特点，制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

生培养方案，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将纳入学位授

权点合格评估范围，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将纳入抽检范围。 

  7. 如何管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其

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

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

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8.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的时间节点在哪里？  

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执行，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录取的研

究生按原有规定执行；2016 年 12 月 1 日后录取的研究生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形式区分。 

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通报 

（一）新闻动态 

1.我校举办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专题讲座 

9月 6日和 13日，研究生院分别在泉州校区陈嘉庚纪念堂科学厅和厦门校

区 G-204 会议室组织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专题讲座。讲座由研究生院副院长黄富

贵和李璐岚主讲，两校区 2016级全日制研究生听取了讲座。 

    黄富贵和李璐岚对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况及发展历程进行简要介绍，他

们同时结合我校杰出研究生校友和在校优秀研究生事例，勉励研究生新同学要科

学规划好研究生生活，努力在更深的层次上勇于探索、勤于思考、敢于创新，在

科学研究、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黄富贵和李璐岚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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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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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管理规定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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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异成绩完成学

业。 

    校研究生会负责人还对我校研究生会组织架构、职能和纳新方式进行了介

绍。 

本次讲座是我校继 2015年后组织的第二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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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校举行 2016级澳门硕士研究生班开学典礼 

9 月 7 日，华侨大学 2016 级澳门硕士研究生班开学典礼在澳门业余进修中

心礼堂举行，本次迎来建筑学、企业管理、法律硕士等 3 个专业共 41 名硕士研

究生新生。 

    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社工部处长赵河清，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职务主

管丁少雄，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教育处处长江毅，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工会联合总

会常务副会长陈锦鸣，华侨大学董事会副秘书长唐志坚，华侨大学校董、中华教

育会理事长陈虹，华侨大学副校长吴季怀，华侨大学澳门校友会会长林辉莲，澳

门业余进修中心校长黄进等出席开学典礼。吴季怀、陈锦鸣、黄进等与会领导嘉

宾分别致辞。 

    吴季怀介绍了华侨大学的办学历史、学科建设及师资情况。他寄语学生培养

坚韧品格，兼顾学习、工作与家庭，在求学过程中注重点滴积累、踏实前进；鼓

励学生建立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实现自身知识能力的重要提升，为澳门特区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勉励学生做学校与澳门各界之间深度沟通、深度融合的桥

梁与纽带。 

    陈锦鸣指出，特区政府将“教育兴澳”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希望入学

新生通过研究生课程学习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澳门特区的各方面发展贡献聪

明才智。 

黄进回顾 19 年来业余进修中心与华侨大学之间多届、多层次、多专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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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合作，他表示中心将秉持服务社会的宗旨，为提升澳门社会竞争力、培养高素

质高层次人才而努力。 

3.我校召开期初研究生工作会议 

9月 12日下午，我校在泉州校区李克砌纪念楼五层会议室召开期初研究生

工作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吴季怀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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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季怀表示，学位点建设工作是我校研究生教育开展的重要抓手，博士点申

报工作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学校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吴季怀要求，相

关学院要充分做好新增博士点的申报准备工作，重点做好学科方向的凝练；各学

院在博士点申报中要注意整合学科资源，不能各自为战，要有全局意识和大局意

识。吴季怀同时指出，要积极推进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建设，以一级学科

为基础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做好教学计划制定、新增博导遴选、实践基地拓展、

学术平台搭建及研究生教育评价监督体系完善等相关工作。吴季怀还对学科建设

和科研工作作了布置与说明。 

    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向各学院（研究院）换届后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新领导和

工作人员介绍了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研究生院内设机构及院领导分工情

况，并对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与工作重点作了具体说明。王丽霞还介绍了本

学期新增学位点申报准备、学位点合格评估数据补充、博导加评、研究生培养指

导委员会调整和新导师培训等重点工作，通报了境外合作办学情况，并提醒各学

院（研究院）要注意 201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新政策与新要求。 

    研究生院副院长黄富贵介绍了研究生培养管理的主要业务工作和相关要求，

对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作了详细说明，并通报了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优

秀学位论文评选、境外研究生培养及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推进等情况。 

研究生院副院长李璐岚就研究生推免、研究生奖助学金评选、学术论坛与第

二课堂活动等工作作了具体说明，并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资助办法作了详细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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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年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第 13期案例教学培训暨全国

MPA 案例编写与教学专题会在我校举行 

10 月 15日上午，“2016年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第 13期案例教学培

训暨全国 MPA 案例编写与教学专题会”在我校陈嘉庚纪念堂四楼科学厅召开，共

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内蒙古大学、福州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等 60多所 MPA培养单位的 120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此次专题会。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综合处处长曹红波，全国 MPA教育指导委

员会委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孙萍，全国 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主任蔡启明，我校副校长曾路，研究生院、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并为本次专题会的授课专家颁发聘书。 

    曾路代表学校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他简要介绍了华侨大学的基本情

况及专业硕士学位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并对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 MPA中心

办学相关情况作了说明。曾路感谢全国 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我校相关工作的关

心指导以及各兄弟院校的支持帮助。他表示，此次专题会的召开，对于进一步推

进全国高校包括华侨大学在内的 MPA 案例教学工作、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曹红波指出，案例教学是在管理类教学领域兴起的重要教学方法，加强案例

教学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重要途

径，是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整体能力的重要手段。她并介绍了目前我国案例教学

的基本情况、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的定位和主要工作以及与各高校专业学

位案例库的合作建设情况。 

    孙萍表示，案例教学是公共管理教学重要的实践活动，需要丰富的、高质量

的案例资源。她向在场专家、学者发布 2016年 MPA案例编写入库的征集令，希

望本次案例入库编写过程中有新的成绩和成果，为以后的案例教学工作提供前端

资源。 

蔡启明提出，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方法论、教学内容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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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案例教学的要求是本次专题会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共

同交流，得出成果。 

据了解，此次专题会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和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两

天的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副教授王宏伟，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凯，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刘勇，哈尔滨商业

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红星，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MAP教育中

心案例中心主任郑华良等分别现场进行案例教学课程示范，分享案例教学经验并

为与会教师解答相关问题。 

5.我校新增 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福建省学位委员会日前公布了我省学位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学位授权点名

单，我校新增 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福建省学位委员会相关规定，学校制定了《华侨大

学自主调整学位授权点实施细则》。经过培养单位申报、专家通讯评议、专家会

议论证、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公示和报批等环节，我校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

世界史、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 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新增

体育、翻译、新闻与传播、会计等 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共计新增 8个硕士

学位授权点；撤消了 5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4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至此，我校共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5个，现有一级学科未覆盖的独

立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7个（涉及 5个一级学科）。另有，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 20 个，涉及 13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工程硕士覆盖 8个领域）。硕士学位

授权已经覆盖 25个学院，涉及 32家培养单位（学院、研究院或中心）。  

依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文件规定，以上 8 个新增学位授权点获得

学位授权满 3 年后，即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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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将被直接撤销，指标由福建

省学位委员会统筹使用，且被撤销学位点 5年内不得再次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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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介绍，学校在本轮学位点自主调整中始终坚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

量为主线，围绕一级学科学位点建设，以优化学科结构和类型为重点，增列了一

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符合学校发展规划的学位授权

点。本轮调整后，我校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数量增加至 25 个，结构进一步优化，

布局更趋科学合理。 

6.我校 2016级新加坡硕士研究生班开班 

10 月 12日，我校 2016级新加坡硕士研究生开班典礼在新加坡举行。本次

迎来工商管理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等 2个专业共计 30 名研究生新生入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参赞郁云峰，我校校长贾益民，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清海、许福吉、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副院长戴世岩，新加

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等出席典礼。 

    贾益民介绍了华侨大学的办学历史、学科建设及师资情况。针对研究生阶段

学习特点，他从“为什么学”“怎么学”“学为何用”三个方面对同学们提出建

议和指导。贾益民指出，攻读研究生是追求自身知识水平、能力素质、学历层次

的提高，会带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未来更多的机会。研究生学习阶段中最为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做研究”，并鼓励同学们牢记母校“会通中外、并育德才”

办学理念，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做母校和新加坡各界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与

纽带。 

据悉，本届工商管理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采用集中授课方式，分别由工

商管理学院、华文学院承担教学培养任务，同时这也是我校在新加坡首批招收的

研究生班。 

7.我校 2016级泰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班在曼谷开班 

10 月 23 日下午，我校 2016 级泰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班开学典礼在

泰国曼谷新育民学校举行，本次迎来两个班共 30余名研究生入学。 

    我校董事会永远荣誉董事、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席罗宗正，我校副校长吴季

怀，泰国海南会馆副理事长云天鸿，泰国新育民学校校长吴清容，及我校研究生

院、华文学院、驻泰国办事处等单位负责人参加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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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宗正回顾了泰国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和我校在泰国深耕精耘的办学

经历。对华文教师队伍新老力量积极追求学历提升与专业水平提高表示肯定。 

    吴季怀向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泰国华文教师公会、泰国海南会馆等单位表示

感谢。他介绍了我校的校史校情，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专业培养目标讲起，鼓

励各位同学扎实掌握汉语言文化知识，充分发挥华文教师的职业优势，在教学实

践中加深对理论学习的理解与参悟，为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和继承贡献力量。 

    典礼结束后，我校研究生院组织学生召开座谈会，对该班在泰国的招生、培

养与学位授予进行全面介绍并解答学生提问。吴季怀一行走访了我校驻泰国办事

处，询问办事处在泰开展工作情况，并代表学校致以感谢和慰问。 

据悉，本届泰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分为两个班，一班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

办并全额资助学费，二班由我校资助部分学费，在泰国当地获得华文教师公会和

海南会馆的大力协助。 

8.我校代表出席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理科工作研讨会 

10 月 26日至 28日，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工作委员会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承办的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理科工作研讨会暨 2016 年学

术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来自全国 160 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300多名代表出席

了大会，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和副院长黄富贵代表我校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学科评估与“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的研究生教育。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立生主任作了题为“做好学科评估，推动学科建设”

的报告，他介绍了学科评估的发展历程，并就学科评估的关注要素、学科评估与

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会议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郑州大学的代

表们分别作了“博士生培养质量与一流学科建设”、“北京大学专业学位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思考”、“多层次全过程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郑

州大学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报告，

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 



 - 11 - 

9.校研究生会组织境内外师生人文徒步活动 

10 月 29日，由校研究生会举办的首届中外师生人文徒步活动在泉州拉开帷

幕，本次活动以“古城泉州，海丝情怀；中外师生，华研青春。”为主题，吸引

了 150多位境内外师生参与。 

    上午 8点，全体成员于陈嘉庚纪念堂前集合。简短的开幕仪式后，路线负责

人带领各自队员出发。结合古城泉州特有的文化元素，此次徒步精心设计了三条

路线——宗教文化路线、茶文化路线和瓷文化路线。三条路线起点均设置在学校

正门，途经海交博物馆、关帝庙、文庙、西街、开元寺等重要景点，最终在闽台

缘博物馆汇合。每条线路除配备专业导游进行讲解外，还采用景点集章的方式增

加活动趣味性。 

“参与这次活动特别开心，一方面增进了大家的交流，另一方面以徒步的形

式领略了泉州的美景，加深了自己对海丝文化的认识，期待学校以后还能举办这

种有意义的校外活动。”来自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张瑶如是说。美术

学院境外研究生郑柳枝除了参与全程徒步外，还是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由她绘

制的路线图受到大家的喜爱。她说，“希望以手绘地图的方式让参与者对徒步活

动更加了解，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拉进境内外同学的距离。在亲近泉州文化的

过程中，收获欢笑与友谊。” 

10.第六届东亚学术论坛暨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校举办 

以“国际市场与中小企业”为主题的第六届东亚学术论坛暨华侨大学研究生

学术论坛，11 月 4日在我校厦门校区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我校以及

日本长崎大学、韩国东亚大学、越南东亚大学的 77名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参加。  

    我校副校长曾路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对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华侨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日本长崎大学、韩国东亚大学多年以来的合

作成果。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孙锐希望各国专家、学者与华侨大学加深联系与互动，共

建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培育出更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开幕式后，韩国东亚大学国际学院院长 Suk-Jun Lim，日本长崎大学国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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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Yutaka Yamamoto 分别作“从政治-经济关系转向

文化合作”“九州制造业与中小型企业”主题演讲。  

    与会专家学者就各国企业创新与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研究成果进行

研讨与交流。在学术研究成果汇报中，学者们分别以《越南的中小型企业与政府

支持》《跨文化理解和权力距离对工作参与度的调节作用：以印度尼西亚的韩国

中小企业为例》《基于企业家行动的私营部门研究》《创始人比创意对初创企业

更重要吗？——以众筹为视角》等为题发表了十六篇学术研究报告。  

    论坛期间，四所大学共同签署了共建学术交流平台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四

所大学将针对东亚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共同

研究活动进行合作、协助，包括现场工作、文献收集和研究人员交流等。每年由

各研究机构轮流举办“东亚学术交流论坛”，以公开展示研究成果。 

本次论坛由工商管理学院承办，研究生院作为支持单位。 

11.CSSCI论文写作高端论坛暨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11 月 5日，我校外国语学院与研究生院在陈嘉庚纪念堂联合举办 CSSCI论

文写作高端论坛暨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300多

名专家、学者参会。  

    校长贾益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介绍了我校的办学特色、办学理念，并称

本次会议是“好时间、好专家、好大学、好会议”的“四好盛会”。  

    会议为期两天。期间，教育部长江学者黄国文教授、中国语用学研究会会长

陈新仁教授、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李建波教授分别就 CSSCI 论文写作的难点问

题、创新意识和跨学科路径等进行专题演讲，曲阜师范大学秦洪武教授、上海戏

剧学院俞建村教授、福建师范大学谭学纯教授、我校外国语学院院长毛浩然教授

分别围绕语料库研究、戏剧研究、学术文本建构、文学评论写作和 CSSCI论文写

作等作主旨发言，知名刊物《创作与评论》执行主编王涘海就“全媒体时代下的

文学评论”主题作讲座。  

会议并分文学组、语言学组、翻译学组、跨文化组、教育教学组和硕博研究

生专场展开分组交流。各组专家学者逐一对师生的论文进行详细点评。 



 - 13 - 

（二）工作通报 

12.华侨大学 2016年研究生承志英才优秀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序 

号 
学院 作者 

参评 

层次 
论文题目 导师 

1 生物医学学院 沈金海 博士 基于烯胺酮的系列杂环构筑 崔秀灵 

2 哲社学院 张宇 博士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李景源 

3 数学学院 占龙俊 学硕 
调和与双调和映照的单叶性与线性连结

性 
黄心中 

4 生物医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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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生物医学学院 郐长胜 学硕 
基于过渡金属催化基团导向 C-C/C-N 键

构筑的研究 
崔秀灵 

6 生物医学学院 李谦 学硕 
以巯基壳聚糖为载体材料加载基因经口

服给药的探索 
王立强 

7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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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化工学院 张冉 学硕 
PEG-PAEs 聚合物胶束共载阿霉素与适

配体用于癌症的靶向治疗 
王士斌 

9 化工学院 宋湖凡 学硕 

压缩二氧化碳流体抗溶剂法构建微镶纳

PLLA 多孔微球共载 siRNA 和 GLP-1 用

于糖尿病治疗的研究 

陈爱政 

10 化工学院 林晓辉 学硕 
南昌市秋季 PM2.5 化学组分特征及来源

解析 
于瑞莲 

11 化工学院 袁秀梅 学硕 鼠尾藻多糖的结构鉴定和生物活性研究 王昭晶 

12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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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机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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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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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计算机学院 廖景亮 学硕 差分演化算法中个体选择机制的研究 王田 

16 计算机学院 吴彦鹏 学硕 网络语音流隐写分析技术研究 田晖 

17 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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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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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信息学院 刘顺菁 学硕 针织物热定型质量多变量控制系统研究 金福江 

20 信息学院 陈若飞 学硕 垂直光磁记录薄膜的制备与测试方法研究 王可 

21 信息学院 刘绩林 学硕 激光光束经过散射介质的光场特性研究  蒲继雄 

22 信息学院 黄惠玲 学硕 激光光束经过强散射介质聚焦的研究 蒲继雄 

23 信息学院 孙川 学硕 两种特殊光束的分析与新元件的设计 吴逢铁 

24 信息学院 陈星明 学硕 
利用掺杂技术提高 OLED 性能及白光

OLED 色度改善的理论研究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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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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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信息学院 胡洁茹 学硕 光学量子纠缠的制备及应用 林青 

27 信息学院 张明辉 学硕 基于 HEVC 的视频水印算法研究 冯桂 

28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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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土木学院 乔升访 学硕 不确定荷载下类桁架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 周克民 

30 土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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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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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材料学院 李瑞 学硕 
硫化物核壳结构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超级

电容器中的应用 
王森林 

33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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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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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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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材料学院 龚超 学硕 
基于硒化物和碲化物的非对称超级电容

器的研究 
黄妙良 

37 材料学院 张小龙 学硕 
基于 CdSe/CdS 共敏化量子点太阳能电

池的光电性能研究  
林煜 

38 材料学院 邱雁强 学硕 
钴铝类水滑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

化性能 
林碧洲 

39 生物医学学院 雷春花 专硕 抗癌新药 LY989 合成工艺的优化研究 王立强 

40 
MPA 教育中

心 
陈培安 专硕 

地方政府应对环保类群体性事件网络舆

情的策略研究 
周碧华 

41 法硕中心 黄琳琳 专硕 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戴仲川 

42 法硕中心 徐浩 专硕 抽象危险犯的限缩之维 白晓东 

43 法硕中心 金碧莹 专硕 共同过失犯罪研究——以交通肇事罪为例 白晓东 

44 
MTA 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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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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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建筑学院 来雨静 专硕 蔡氏古民居建筑装饰吉祥图案研究 彭晋媛 

47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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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土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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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土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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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土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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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土木学院 俞凯木 专硕 
应力释放与孔压作用下圆隧围岩黏弹性

变形解析理论 
俞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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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6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截止 2016 年 9月 9 日） 

新增博士生导师名单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机械工程（0802） 苏春翌  陈新开  姜  羲  谭援强  蔡绍滨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 刘  斌  兰  章  郑志刚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 陈  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 王福民  李志强  薛秀军  刘荣军  马  雷 

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 

（030203） 
许少波 

生物医学材料（0805Z2） 何春艳  柯荣秦  钱宝生 

结构工程（081402） 李升才  俞  缙  王  晨  许  斌  霍静思 

企业管理（120202） 衣长军 

旅游管理（120203） 张凌云  董泽平 

新增学术学位硕导名单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哲学（0101） 朱彦明 

应用经济学（0202） 魏清达  徐小君  杨默如  叶  芳 

法学（0301） 李  飞  项显生  陈贤贵 

政治学（0302） 刘文波 

中国语言文学（0501） 

李  欣  郭  中  杜晓萍  林小云  吕晓玲   

王跃龙  赵雅青  郑亚捷  胡斌彬  常  彬 

胡明曌 

化学（0703） 黄锦丽  高利柱  谢水奋 

统计学（0714） 黄智淋  李海林  邱志平  王婷婷  赵  凯 

机械工程（0802） 雷廷平  刘红生  穆德魁  任好玲  宋  武 

光学工程（0803） 陈子阳  王怀谦  刘永欣  林志阳  张奚宁 

仪器科学与技术（0804） 刘  婷  涂  然  王  寅  余  卿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 黄剑华  魏展画 

电子与科学技术（0809） 庄凤江  谢姣皎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 陈  婧  谭鸽伟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 邵  辉  郭新华  郭东生  郑志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柳培忠  庄礼鸿  彭淑娟  王华珍  张洪博   

张惠臻  郑黎晓  蔡绍滨  李弼程 

建筑学（0813） 何柯 

土木工程（0814） 胡红松  廖晓斌  马红芳  赵珧冰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 蒋妮娜 

城乡规划学（0833） 吴建楠  张  恒  许俊萍 

软件工程（0835） 何  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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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1202） 刘闲月  王绍仁  叶  笛  周  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王  阳 

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赖晓飞  张  宇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 万  婉  吴国向  阎  喜 

基础数学（070101） 
陈莉莉  李年华  汤龙坤  温振庶  易  戈 

游银萍  于海波  翟术英  张培欣  朱剑峰 

微生物学（071005） 陈明霞  王明席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071010） 王奇志 

环境科学（083001） 孙  荣 

环境工程（083002） 吕碧洪 

旅游管理（120203） 邹永广  罗尹希  范向丽  马晓龙 

行政管理（120401） 王惠娜  邹利林  赖诗攀 

新增专业学位硕导名单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金融（0251） 肖威 

法律（0351） 姜大伟 

体育（0452） 

陈洪淼  陈  颖  胡国鹏  张颖慧  张  磊 

孟庆光  翁凤瑜  黄亨奋  李  涛  刘贵恩   

王永顺  庄志勇 

汉语国际教育（0453） 赵雅青  郝瑜鑫  刘  甜  潘夏星 

翻译（0551） 
陈臻渝  郭  莉  郭木兰  黄文溥  刘  杰 

王  静 

新闻与传播（0552） 

郑亚捷  胡斌彬  陈辉兴  陈庆妃  戴  明 

郭艳梅  黄文虎  连子强  刘文辉  索艳华 

田文兵  王桂亭  王  琰  吴维忠  朱丹红 

邹文兵 

建筑学（0851） 陈芬芳  洪  毅  赖世贤  刘晓芳  吴少峰 

机械工程（085201） 林敬亭  欧阳芬芳 

电气工程（085207） 方慧娟 

电子与通信工程（085208） 张奚宁  蒲继雄  邱应强 

计算机技术（085211） 张育钊  潘书万 

建筑与土木工程（085213） 刘士雨  王海峰  林建平 

化学工程（085216） 林雪霞 

生物工程（085238） 袁建军  戴聪杰  许婉芳  王连会  李文华 

项目管理（085239） 苏天恩 

工商管理（1251） 吴东儒  王智生  吕玉明 

会计（1253） 徐爱玲  田五星  邵志高 

旅游管理（1254） 
杨  璟  王建英  王  芳  施亚岚  罗景峰 

林明珠  曾  怡 

艺术（1351） 王  岩  王大卫  梁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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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学术论坛（期刊）资助项目一览表 

序

号 
申请学院 论坛（期刊）名称 资助等级 

资助

金额 

1 外国语学院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I) 

暨 CSSCI论文写作高端论坛 
一等论坛活动 1 万 

2 工商管理学院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Ⅱ） 

暨第 6届东亚学术论坛 
一等论坛活动 1 万 

3 法学院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Ⅲ) 

暨 2016年海峡两岸法学研究生教育论坛 
一等论坛活动 1 万 

4 旅游学院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Ⅳ) 

暨海峡两岸青年旅游学者学术论坛 
一等论坛活动 1 万 

5 土木工程学院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Ⅴ） 

暨福建省第二届建筑规划土木研究生论坛 
一等论坛活动 1 万 

6 化工学院 
2016年华侨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Ⅵ） 

暨化工、环境及生物学科研究生论坛 
一等论坛活动 1 万 

7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研论坛 二等论坛活动 0.8 万 

8 法学院 
华大法学论坛 

二等论坛活动 0.8 万 
纵横论案 

9 外国语学院 果香读赏会 二等论坛活动 0.8万 

10 生物医学学院 生医硕博论坛 二等论坛活动 0.5 万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年马克思主义论坛 三等论坛活动 0.3 万 

12 化工学院 化工学院风华讲坛 三等论坛活动 0.3 万 

13 华文学院 华文教学研究生论坛 三等论坛活动 0.3 万 

14 旅游学院 
研言释道 霞客论坛 

（旅游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系列活动） 
三等论坛活动 0.3 万 

15 政管学院 日新书会 三等论坛活动 0.3 万 

16 法学院 《东南论法》 学术交流期刊 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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