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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匡镜明同志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今

年是开启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年份，近

一年来，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文件如《关于

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监督体系建设的

意见》、《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通

知》、《关于开展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

工作的通知》相继发布，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加

强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监督体系的建设、开展合格

评估、促进单位自律的方向，在研究生教育综合

改革的背景下，评估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其专业优

势，更好地为战线提供各种服务。

 按照会议议程，会议分阶段完成了如下工

作：表决通过了国防科技大学关于委员调换的申

请，邵福球同志接替王维平同志担任评估委员会

委员；评审了第四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决定将3篇文章作为评估委员会

审定推荐优秀博士论文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审批；评选了第十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评估学术会议论文，67篇入选论文集，其中17篇

文章被评为第十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

术会议优秀论文；议定了即将于10月16-18日在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

第五届二次委员会议纪要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评估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估处林梦泉处长主持。王康同志首先

发言，他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各位评估专家多年来对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随后结合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从院校历史、学科发展等多角度介绍了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状，同时

就研究生教育改革新形势下，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目标进行了详尽阐述。李光宪同志介绍了四川大学

的发展历史及学校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等相关情况，并就评估委员会对推动院校研究生教育发展及各位专家长期

以来对川大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2014年9月11日】

文｜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

2014年9月11-12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第

五届二次委员会议在成都召开。评估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匡镜明同志，

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师范大学甘晖书记、西安交通大学宋晓平副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

丁雪梅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张淑林副校长及评估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四川省教育厅王康副厅

长、四川大学李光宪常务副校长、四川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教育处杨天斌副处长出席了本次会

议开幕式。

山东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

估学术会议方案；审议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委托评估委员会承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成

果奖网络评议方案”。

为进一步鼓励和调动广大教师从事研究生教

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推动研究生

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

赵沁平会长提议，经会长会及常务理事会讨论，

学会拟开展研究生教育成果奖评选。学会秘书处

会前草拟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

教育成果奖评选办法》，与会委员就评选办法发

表了意见，认为开展该奖的评选十分必要。大家

的建议是：成果奖要突出研究生教育改革最佳实

践及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创新两大类问题，奖项

评选工作要做好顶层设计，《评选办法》应该清

楚表明评选目的、参评范围及评选规则，确保评

奖的质量和功能。会后学会秘书处将根据本次会

议委员们的建议，修改完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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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师范类工作委员会

2014年学术年会会议纪要

【2014年10月15日】

文｜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师范类工作委员会

2014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师范类工作委员会2014
年学术年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本届年会主题

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由首

都师范大学承办。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

评估中心副主任王战军，北京市委教育工委

委员、北京市教委委员罗洁，师范类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兼

研究生院院长史培军，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张雪，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宫辉力应邀出席

了年会开幕式。

 来自全国74所会员单位的165名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管理部门代表、我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院系学术分委员会委员、

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院（系）院长（主

任）、科研副院长（副主任）、副书记、研究生

教学秘书、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院全体工作人

员参加了学术年会。会议期间还展出了首都师范

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5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

及师生美术、书法作品，受到了与会的全国各地

代表的高度好评。

 年会开幕式由师范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庆忠主持。北京市

委教育工委委员、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首先致

辞，他向与会嘉宾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向参会代

表介绍了北京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情况，

并高度认同本届学术年会主题，希望通过大会报

告及交流研讨集思广益，共同推进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随后，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宫辉

力致欢迎辞，向全国各地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

迎，向长期支持首都师大及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

的各级领导和朋友致以诚挚的感谢，向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20周年表示祝贺，并从学

校发展历程、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几个方面向与会代表简要介绍了首都师

范大学。之后，师范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常委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史培军致

开幕辞。他指出，今年恰逢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成立二十周年，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

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召开这次会议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希望与会嘉宾

围绕大会主题及研究生教育质量热点和难点问题

广泛交流、深入研讨，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副司长黄宝印致辞并以“加快建立健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为题做了专题报

告，指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制度

的水平与成熟程度，代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希望研究生培养单

位把握方向、大胆探索，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全

面深化改革创新，大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王战军围

绕“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若干问

题”，从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

背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借

鉴、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方略三

个方面做了专题报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高虹以

“从关注教到重视学——质量保障的视角转变”

为题，分享了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管理案例，分析

了当前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在工作交流报告环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

捷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高金岭，

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魏民，中央民族大

学研究生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陈鹂，南京师范

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魏少华，西南大学研究

生院副院长张学敏，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

副院长兼研工部部长郑海荣，华东师范大学研究

生院培养处副处长张方晓，师范类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

长刘复兴先后以“量化评估及其问题”、“研究

生投入机制改革视野中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问

题思考”、“创新培养模式构建课程体系培养优

秀教师”、“中央民族大学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新举措”、“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探索与实

践”、“服务需求知行合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硕

士培养改革”、“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质量保障建

设的一点探索”、“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提高研

究生教育质量”为题作了主题报告。

 17日下午，与会代表分为四组，围绕研究生质

量监控、研究生导师管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专业型硕士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新奖助政策下工

作创新等问题进行工作研讨交流，并做大会汇

报。

 2014学术年会还举行了颁奖仪式，对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进行

表彰，由师范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史培军、副

主任委员刘复兴、李庆忠、马冰向20所高校的45
名获奖个人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闭幕式由师范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

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复兴主持，他同时对

第四届师范类工作委员会组成4年以来的工作进行

了总结；最后，师范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史培

军对第五届师范类工作委员会组成进行了说明，

并针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发表了重

要讲话,对今后工作进行了期待和展望。大会在热

烈、奋进的气氛中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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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

全国第十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纪要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主任

委员匡镜明，副主任委员严纯华、丁雪梅、王洪

歧及部分委员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徐维清处长、郝彤亮副处长；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立生主任，山东省教育厅

郭建磊副厅长，山东大学陈炎副校长等嘉宾应邀

出席了会议。王洪歧同志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匡

镜明同志和各位嘉宾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代表

600余人围绕“新形势下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研

究与实践”主题，分别从“学位点合格性评估、

选优评估等在质量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研

究”、“合格评估体制下学位点自我评估机制研

究”、“学位点自我评估的体系与方案研究”、

“学位点自我评估的组织与实施研究”、“学位

点质量信息常态监测方法研究”、“国内外研究

生教育机构自我评估案例探究”六个方面进行了

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大会邀请严纯华院士围绕北京大学自我评估

背景及意义、评估思路及方案设计、国际同行评

议案例、问题与思考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北京大

学学科自我评估的探索与思考》；丁雪梅副校长

进行了《国际大学排名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

的主题报告，解析了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大学排名

评估指标体系及特点，并就我国高校国际排名情

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对高校如何利用相关排名结

果开展高校内部质量监控提出了建议；上海市学

位办主任束金龙同志就《省级统筹下研究生教育

评估和质量保障的思考与探索》进行了分析；评

估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贾磊同志就山东大学开展合格评估工作

的初步方案进行了报告与阐述，对目前开展工作

的困惑与难点和与会代表进行了分享。

会议特别邀请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徐

维清处长就《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解析》进

行大会报告。维清同志围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工作，从政策背景、基本思路、目的、合格评估

与选优（排名）评估的关系及合格评估工作的具

体安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就会议期间

【2014年10月16日】

文｜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

为
庆祝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20周年，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

估委员会主办，山东大学承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支持的全国第

十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于2014年10月16日-17日在济南召开。

会议代表反馈的有关合格评估的相关疑问进行了

解答，对各高校下一步开展合格评估工作给予了

具体指导。与会代表们对报告内容反响强烈，纷

纷表示报告解答了前期工作遇到的困惑，明确了

工作目标，对下一步高校内部开展自我评估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开好本次会议，评估委员会自2014年5月份

开展了会议论文的征集工作，相关工作得到了战

线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经评估委员会五届二

次会议评审，67篇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17篇论

文评为会议优秀论文（名单见附件）。会上优秀

论文作者代表韩习祥等就各自论文内容进行了会

议交流。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自1995
年以来的20年间已成功举办十届，其已成为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线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次会议以落实教育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

法”为契机，根据有关要求与精神，从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对促进我国高校

开展自我评估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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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第十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作者 题目 作者单位
01 杨晓江、朱  明 试论硕士学位点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 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巢

湖学院教务处

02 李金龙、张淑林、陈  伟 基于“毕业生群体”视角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
模式探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3 韩习祥、梁传杰 论学位点评估体系之改革 湖北省学位办、武汉理工大学学科
建设处

04 廖文武、刘  文、廖炳华、钟  扬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探索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05 张  杰、刘  立 全日制专业学位点自我评估初探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06 卓  志、陈益刚、刘思涓、白  宇 财经类院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框架探析 西南财经大学

07 英  爽、康  君、甄  良 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客观评价体系构建的思考—基
于推动学科形成自身特色的研究生教育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08 任  超、陈  燕、徐鹏翔、林梦泉 学科点自我监测与评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09 朱金明、林梦泉、刘慧新、韩婷婷 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新形式下教育认证对专业
学位自我评估的协同探析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10 孔  瑗 构建动态、开放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博
士论文匿名评审十年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财经大学

11 陈新超 临床医学（全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三
基地培养模式探讨

福建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12 邹  燕、杨晓江 ESI全球学科排名与江苏高校学科建设 江苏省学位办

13 崔  凯、张圆圆、刘蔚如 信息公开 网络直播 慕课分享—清华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创新做法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14 苏号朋 学位授权点质量信息常态监测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5 张  翔、丁明利、郭  琪 基于大数据的学位点质量信息常态化监测模型 东华大学研究生部

16 朱永东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学位项目评估的探索与实
践—以田纳西大学为例

华南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

17 王松婵、吴卓平、袁宗广 日本高校自我评估机制探析—以九州大学为例 大连理工大学、郑州大学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人才选拔与评价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2014年10月17日】

文｜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人才选拔与评价委员会

2014年10月17日上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下属分支机构人才选拔与评价委

员会成立大会暨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召开。参加成立大会

的有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研究生招生处处长李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卢晓

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惠琴以及委员会全体委员。石大校长张来

斌、副校长吴小林及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赵沁平院士委

托，刘惠琴、卢晓斌向大会介绍了学会工作开展及委员

会成立情况，并宣读了委员名单。李强代表研究生招生

主管部门对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对委员会未来工

作的开展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张来斌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概况，特别是

研究生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他代表学校表示，作为挂

靠单位，学校将全力支持委员会开展工作，积极为国家

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做贡献。吴小林表示，在国家教育部

高校学生司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学

会的领导下，将和委员们共同团结全体会员为国家人才

选拔与评价事业积极工作。

人才选拔与评价委员会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所属的非营利性分支机构，即二级学会。委

员会挂靠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吴小林任

委员会第一届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汪志明任

秘书长，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冯丽娟、党政办公

室副主任戴立昌任副秘书长，委员主要由主管部门

负责人、热心于研究生招生工作的专业学位教指委

秘书长、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相关负责人和

高校有关人员组成。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研究

生人才选拔与评价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学术交流

与咨询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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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会上致辞。他肯定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办刊成

绩，指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刊三十年来，凭借准确的期刊定位、清晰的办刊思路

和一流的办刊质量，为繁荣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炜书记表示，教育部1984年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托付给北

京理工大学承办，是对北京理工大学的信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办得好，是北京理

工大学的荣耀。因此北京理工大学领导高度重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办刊工作，派

学术声望高的学校领导担任期刊主编，抽调精兵强将作为编辑部工作人员，并在办公场

所、办公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理工大学今后会给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

社更多的支持，让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期刊质量上来，把期刊办得更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匡镜明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

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

【2014年11月6日】

文｜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

2014年11月6日上午，《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创刊三十周年座

谈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北京理工大

学党委书记张炜、副校长杨树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王忠烈、原

副主任谢桂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历任主编柯有安、朱鹤孙、王越、匡镜

明，历任副主编、兼职编辑代表，研究

生教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代表，高教期

刊界代表，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研究生院、教育研究院负责人，以及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共

40余人参加会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匡镜明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创刊三十周年工作报告，总结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长期办刊过程中形成的办刊特

色以及取得的办刊成绩。

在专家座谈环节，与会代表纷纷发言，就《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办刊历史、办刊

定位、办刊成绩以及未来办刊方向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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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14年第3次
秘书长联席会议纪要

【2014年11月06日】

文｜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处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杨斌秘书长

2014年11月6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14年第3次秘书长联席会议

在清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常务副秘书长刘惠琴主持。杨斌秘书长、各分

支机构秘书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副主编、学会秘书处有关人员参加会

议。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有：学会秘书长通报近期工作；各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工作

交流；讨论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安排：大会议程、推选大会论坛报告人选及报

告主题等。

首先由杨斌秘书长向大家介绍了

最新的教育部、几所著名大

学和国际上的一些研究生教育动态，并

对学会2014年开展的研究生教育成果奖

评选阶段性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杨

斌指出，学会在赵沁平会长的领导下，

各方面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正

在进行的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的评选，

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翻开了新的篇章，巩

固了学会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执牛耳者的

地位，大大增加了学会的影响力和号召

力。今后研究生教育成果奖将固定评奖

时间，两年一次，与学会课题一起，成

为学会今后工作的重点。

 
会议接下来的内容是：

 
一、通报学会近期工作

1、教育成果奖。截止到2014年10月

10日共收到教育成果奖申报材料256份；

经形式审查通过233项，其中研究类23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刘慧琴常务副秘书长

项，实践类210项，有23项未通过形式

审查。后续将进入网评、复评、会长会

议批准、公示程序阶段。评奖结果将于

12月22日召开的20周年大会上宣布并颁

奖。

 
2、学会优博评选。2014年学会优

博评审工作继续委托评估委员会进行，

经过单位推荐、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学

会评估委员会审议推荐、学会学术委员

会审定等程序，最后有3篇博士论文入

选2014年学会优博。按工作程序还需在

学会网站公示一个月。公示结果将在学

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并颁发证

书、奖牌。

 
3、课题研究。学会于2013年立项的

447项课题截止到今年7月份，已有221项

提交了中期检查报告。其中有63项课题

提交了结题报告，经学术委员会评审有

60项同意结题，并下拨了资助经费。

 二、分支机构工作交流

◆ 文理科工作委员会正在筹划本届委员会换届工作，时间待定。接下来将配合学会秘书处办好学会成立20周年

的平行分论坛活动和其他各项活动。

◆ 工科工作委员会将于12月在长沙召开工科研讨会，会上将进行学术研讨。另自2014年10月1日期，工科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改由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胡洪营担任。

◆ 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于7月底在贵州大学召开了学术年会，为配合总会20周年纪念活动，颁发了农林科学术贡

献奖10名。另外，10月下旬召开了农林科思政工作讲座，有39所学校约100名代表参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定于12月于天津召开学术年会，探讨医药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及质量监督和评估体系

的建设。在会上还将进行委员会的换届工作，并同时开展新增培养单位的培训。

◆ 师范类工作委员会10月在北京召开了学术年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换届工作，在各师范院校中取得了广泛的

好评。自2014年10月起，师范类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改由张弛担任。

◆ 信息管理委员会汇报了课题研究的进展。2013年的研究课题已经全部完成并已正式出版，进行成果推广。

2014年8月在重庆大学召开了换届大会及工作研讨会，完成了换届工作。2015年，将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信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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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目前已经开始会议征文。

◆ 评估委员会汇报了教育成果奖的网评工

作。9月在成都举办了换届工作会议，10月在济

南召开了第十届评估学术年会，进行了换届工作

和学术讨论，反响强烈。

◆ 德育委员会十月召开了年会，会议征文活

动共收到228篇论文，在会上对本次年会评出的

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并进行了学术演讲和讨

论。

◆ 人才选拔与评价委员会于10月17日于召开

了成立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并确定了本届委员

会工作计划和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在会上，与会

人员就在职人员专业学位改革问题、同等学力申

硕考试和软件硕士培养问题和如何做好研招工作

等热点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于11月6日上

午召开了杂志社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历任副

主编、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代表，高教

期刊界代表等共40余专家参加会议，就《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的办刊历史、办刊定位、办刊成绩

以及未来办刊方向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

议。接下来杂志社将配合学会秘书处办好学会成

立20周年各项纪念活动。

 
三、关于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安排

本次纪念活动将安排三个会议套开：即21日

下午的座谈会、21日晚上的全体理事会、22日全

天的纪念大会。

 
1、2014年12月21日下午将举行主题为“春华

秋实二十载，继往开来谱新篇”座谈会。座谈会

将邀请曾经为学会、各分支机构做出贡献的老领

导、老同志及在岗的领导、工作人员谈感想，就

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热点、难点话题进行交

流和对话，共叙学会20年的历程，畅谈学会下一

步的发展规划。

 
2、2014年12月21晚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第2次

全体理事大会。会上将总结2014年开展的各项工

作、讨论2015年工作计划。同时学会的几个分支

机构将进行工作汇报和经验交流。

 
3、2014年12月22日全天召开会员代表大

会，即“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研究

生教育─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二十周

年纪念大会”。会上将邀请教育部领导报告，知

名学者学术报告，颁发学会成立20周年为学会建

设做出突出贡献获、2014年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

奖、2014年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创刊三十周年征文优秀论文奖，并

进行分论坛形式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会议将安排

6个分论坛，主题分别为：

1）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

2）研究生教育的内部质量保障；

3）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4）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

5）资助体系和诚信；

6）研究生教育学。

 
    最后，在会上明确了各分支机构各自承担

的分论坛主题及分会场具体任务。

全国第十届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

在津圆满召开

【2014年12月11日】

文｜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

2014年12月11日-13日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全国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天津医科大学承办的全国第十届医药学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术年会在天津成功召开，来自全国130所研究生培养单位的550 多名代表

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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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地址 联系人 邮编 电话 EMAIL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 朱平芳 200235 021-64870661 zpf@sass.org.cn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
西安外国语大学73#信箱

王晓明 710128 029-85319427 wxmgo@163.com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200号 崔景瑞 201702 021-69768000-68047 cjr@snai.edu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刘业峰 210013 025-83498381 181585251@qq.com

成都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成洛大道1号 邱果 610106 15902815903 381268867@qq.com

文理科工作委员会

新增会员名单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指明了“5+3”一体化临

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向。林梦泉处长介

绍了医学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相关事宜，就指标体

系、评估方式向与会代表做了详细介绍。吉林大

学刘娅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崔爽副研究员等紧

紧围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问题做

了大会报告。

 会议第二天设立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公共卫生、护理研究生教育三个分会场，特邀15
位专家分别就招生、培养、导师队伍建设、基地

建设等方面做了专题发言。就各领域研究生培养

改革热点与难点、对策与方法进行深入讨论，分

享了成功经验。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报告，收获

颇丰。

此次年会共收到来自33所高校55篇投稿，经过专

家组评议，最终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3篇，二

等奖6篇，优秀奖9篇。此次大会表彰了25位为

推动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突出贡献个

人。

当前，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教

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全面推进医教协同，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

系”。本次会议的召开有助于统一思想，形成共

识，为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衔接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与全面推开奠定了扎实

的基础。

 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黄宝印，国家卫生

计生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国务院学位办专业

学位处处长唐继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副秘书长赵瑜，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评估处处长林梦泉等领导参会并作大会报告。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

杨，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李立明，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

段丽萍等医药科、教指委领导参会。天津医科大

学党委书记姚智教授、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韩金玉

以及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申长虹到会并致

辞。

 会议紧紧围绕由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

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文件精神，旨在加快

推进临床医学培养模式改革、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柯杨主任委员做了题为《医学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的挑战、机遇与发展》的主题报告。唐继卫

处长作了《加快推进临床医学培养模式改革》专

题报告，高屋建瓴地解读了当前医药学教育改革

政策，阐明了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

工科工作委员会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邮编 电话 EMAIL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
南大道696号

林媛媛 330063 0791-86453081 24051630@qq.com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南岸区重庆邮电大学 赵显莲 400065 023-62461664 zhaoxl@cqupt.edu.cn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江湾一路18号 黄新雨 528000 0757-82776576 273575036@qq.com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邮编 电话 EMAIL

大连海洋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
52号

于旭蓉 0411-84763137 yxr@dlou.edu.cn

农林科工作委员会



地    址： 北京市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
邮    编： 100084
网    址： www.csadge.edu.cn
邮    箱：      csadge@tsinghua.edu.cn 
电    话：       010-62782320/62797415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