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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

1.学术型学位授权点

学校目前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9个，涉及教育

理工农医 5 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1 个，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自主设置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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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大学科门类。

2.专业型学位授权点

学校目前拥有 25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具体为：金

融、国际商务、法律、教育、体育、汉语国际教育、应用心

理、翻译、新闻与传播、文物与博物馆、电子信息、机械、

材料与化工、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农业、临

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

游管理、艺术。

表 1 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清单

授权点类别 数量 学科名称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
9

体育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力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水产、

临床医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
31

应用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数学、物理学、

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力学、机械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水产、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音乐与舞蹈学、

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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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学科

学校现有力学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水产、信息与

通信工程、外国语言文学、物理学、应用经济学 5个省重点

建设高校优势特色学科，以及浙江省“十三五”一流学科 A
类 7个、B类 6个，宁波市重点学科 A类 18个、B类 4个，

校重点学科 3个。

表 2 浙江省一流学科清单

序号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学科建设类别

1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省一流学科 A类

2 0908 水产

3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4 0702 物理学

5 0801 力学

6 0202 应用经济学

7 0301 法学

8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省一流学科 B类

9 0403 体育学

10 0401 教育学

11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12 1002 临床医学

13 0814 土木工程

（三）学生年度状态数据

1.招生与生源

（1）博士生

2021年，报考我校的博士研究生人数共有 354名，录取

博士生 108 名。按入学方式统计为：录取普通招考 68 人、

“申请-考核”制 24人、硕博连读 16人。硕博连读、“申请

-考核”制录取的优质生源比例为 37%。

在录取的 108名博士生中，非定向生 91人，定向生 17
人，非定向生占比 84%，其中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比例

为 71%。博士生的生源结构和生源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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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硕士生

2021年我校硕士生报考人数 12781人，录取 3624名，

录取人数较 2020年增加 10.8%。按录取类型来分，全日制学

术型 1091人，占 30.1%，全日制专业学位 1998人，占 55.1%，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35人，占 14.8%。其中，一志愿录取 2771
人，一志愿录取率为 76.5%。录取的硕士生中，毕业于“双

一流”建设高校比例为 17%。

2.在校生情况

2021年在校研究生 9743人，其中全日制研究生 8070人，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1673人。其中，全日制博士生 447
人（含博士留学生 27人），全日制硕士生 7816人（含硕士

留学生 166 人）。全日制硕士生中学术型硕士 2949 人，专

业学位硕士 4867人。

3.毕业生基本情况

（1）学位授予和毕业人数

2021年共授予博士学位 49人（其中留学生 1人）；授

予硕士学位 2098 人，其中学术型硕士学位 753 人（其中留

学生 19人），专业硕士学位 1345人（其中留学生 17人）。

2021年各类毕业研究生共计 2056人，其中博士毕业生

57人（其中留学生 1人），硕士毕业生 751人（其中留学生

20人），专业学位硕士毕业生 1248人（其中留学生 17人）。

（2）就业情况

2021届研究生共毕业 1938人，就业率 97.06%，实现充

分高质量就业。高质量就业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学校人才培

养的认同，同时也体现了宁波大学学科布局上与社会需求的

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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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业去向分布来看，毕业研究生主要就业形式为签协

议和合同就业，占比 87.36%；其次为升学，占比 6.04%。具

体毕业去向分布详见表 3。
表 3 2021 届毕业研究生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协议和合同就业 1693 87.36%

国内外升学 117 6.04%

自主创业 8 0.36%

灵活就业 63 3.30%

暂不就业 1 0.05%

待就业 56 2.89%

从就业行业分布上看，2021届毕业研究生行业布局与学

校专业设置及高层次人才培养定位相契合，主要流向了“教

育”（26.2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4.58%）、

“制造业”（10.49%）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10.10%）等行业，详见表 4。
表 4 2021 届毕业研究生主要行业分布表

就业行业 毕业研究生比例

教育 26.26%
制造业 10.4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10%

金融业 6.52%

批发和零售业 2.5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8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4.5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54%

卫生和社会工作 9.76%

从就业单位性质分布上，毕业研究生单位流向以“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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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最多，占比为 30.97%；“国有企业”次之，占比为

12.76%，详见表 5。
表 5 2021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表

就业单位性质 毕业研究生

民营企业 30.97%
中初教育单位 12.14%

国有企业 12.76%
机关 4.25%

三资企业 5.05%

医疗卫生单位 7.94%

高等教育单位 9.13%

其他事业单位 5.62%

科研设计单位 0.23%

城镇社区 0.23%
其他 4.25%

（四）导师队伍规模及结构

1.导师队伍

截至 2021 年底，宁波大学具备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

导师为 308 人（含 2021 年新增博士点导师），正在指导博

士研究生导师 172 人；正在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为 1571
人，其中学术型导师 972人，专业型导师 1315人。

2.导师结构

（1）年龄结构

172 名正在指导研究生的博导中，45 岁以下 41 人，占

23.8%；45岁（含）至 54岁 54人，占 31.4%；55岁及以上

77人，占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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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按年龄结构分布图

1571 名正在指导硕士生的硕导中，35 岁以下 163 人，

占 10.38%；35 岁（含）至 44 岁 689 人，占 43.86%；45 岁

（含）至 54 岁 429 人，占 27.31%；55 岁及以上 290 人，占

18.46%。

（2）职称结构

172名正在指导研究生的博导按职称分，正高级职称 157
人，占 91.28%；副高级职称 15人，占 8.72%。

1571 名正在指导硕士生的硕导按职称分，正高级职称

712人，占 45.32%；副高级职称 720人，占 45.83%；中级职

称 139人，占 8.85%。

图 2 硕士研究生导师按年龄结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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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职导师

学校在聘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 36 人，校外兼职硕士生

导师 991人，其中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是作为专业学位授权

点的行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相关工作。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21年，学校将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

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引导研究生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

健全“三全育人”机制，实施研究生“十大育人工程”，构建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效的实施体系、科学的评价体系、有力

的保障体系、完善的制度体系。

（一）强化党建引领，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

开展党建“双创”培育计划。全面开展“对标争先”，以研

究生党建“双创”为抓手，推进研究生样板党支部、研究生党

员标兵建设，形成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截至 2021 年底，

全日制研究生党员数为 2936人，党员比例为 36.5%。宁波大

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新时代新思想外文宣讲团党支部获第

二批全省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单位。

建立主题教育长效机制。将党员教育与研究生的实践需

求相结合、与研究生的学术科研相结合、与研究生的成长成

才相结合；借助“智慧党建”、"大数据"分析方法,将研究生党

支部工作与学风建设、安全稳定、科技志愿服务等相结合。

启动“党员领航”工程。构建学生党支部中现有学生党员

（预备党员）或积极分子与新生寝室的一对一结对关系，结

对 624对宿舍。每一名党员负责相应的寝室，发挥老生党员

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通过与结对新生前期联系、参与迎新

接待、走访寝室座谈等环节，在思想、安全、学业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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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帮扶。

（二）创新思政载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迎新、毕业离校等环节开展“理
想信念、道德规范、文明修身”主题教育讲座，提升研究生的

思想品质。举办 2021 年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

集中举办校级思政主题教育活动 20 余项（次）。采取集中

教育和常态化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新生始业教育，重点做

好理想信念、安全稳定、心理健康、创新创业、学术道德、

导学关系、文明修身等方面教育。

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学校层面，邀请院士以及专家学者

做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主题报告；组织师生在线收看学术道

德规范讲座，在校园内营造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

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良好氛围。

宣传研究生典型。选树榜样典型聚力，通过“宁波大学研

究生”、“宁大研会”微信公众号的“研才荟萃”“新生风采”“风
采展示”栏目，广泛挖掘优秀研究生典型，共发布相关微信推

送百篇，推文总阅读量近十万次。推荐 2019 级研究生石智

勇获评第七届浙江省“十佳大学生”。
深化研究生实践教育。举办“千生走基层”行动，组织千

名研究生走进乡村、走进企业、走进社区，将科研创新成果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的实习实训、

挂职锻炼、义务支教、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等活动中。开展

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2961名研究生组成 343支队伍服

务基层，勇担社会责任，助力脱贫攻坚。

（三）完善思政队伍，实施管理育人工程

健全导师立德树人责任机制。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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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人的要求，实施“学与导”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导师工

作经验交流、学生座谈；2021年，修订《宁波大学研究生导

学手册》，采用一问一答形式，通过导学关系、学术论文、

学术交流、学位论文等 15个专题，共采集、编了 89个问题

和解答，制作了 60 多个二维码链接，成为研究生的学习生

活宝典。

配齐建强研究生辅导员队伍。根据研究生管理工作要求

单独招聘研究生辅导员，健全队伍。加强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做到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培训常

态化、系统化，不断提高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的工作能力和业

务水平。

加强研究生班主任建设。按照各培养单位班级建制和教

育管理需求，健全班主任队伍，提供工作津贴和政策保障。

切实加强对班主任培训和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机制，

将研究生班主任工作纳入各级优秀班主任评选体系。

（四）夯实日常管理，丰富优秀校园文化内涵

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学校疫情防控要求，认真落实

研究生相关数据汇总及管理工作，做好每日一报数据汇总、

研究生健康异动及研究生在甬人数和健康码人数变动情况

统计；做好确诊病例的信息收集、报送、联络及慰问工作；

落实研究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及审核发放；落实专人负责今

日校园研究生数据维护、信息采集与优化；推进疫情期间研

究生实习、就业工作。

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举办“我与导师面对面”暨第十二

届研究生健康节。以“与师同行、献礼百年”为主题，倡导

师生以学术对话、访谈会、体育运动等方式，加深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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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和谐师生关系，共举办18场内容丰富、创意新颖的活动。

第十一季“幸福来敲门”交友活动。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交

友观、爱情观，扩大交友圈、提升自信心，展示研究生的青

春风采。建立“三联两线一平台”权服构架体系，设立学校、

学院、班级三级联动的研究生权益服务委员会，积极开展权

服出击活动和毕业生物流服务。举办“青春绽放新征程”庆

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征稿活动，激励同学们从党史中汲取奋

进力量，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

心使命。

加强研究生干部队伍建设。开展第十三期研究生干部素

质培训，提高研究生干部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实效。

召开第13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开展党史学习主题教育活动，

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面向研究生会多次组织学习

会。推进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校研会发起倡议，各

学院结合实际开展研究生党日、团日、班会活动等形式，巩

固我校研究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提升全校研究生的环

保意识和文明素养，促进校园文明建设。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优化培养方案提升课程建设质量。组织完成全校 2021

级博士、硕士和专业硕士培养方案修制订、审核、录入、维

护和教学计划执行管理；完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本研贯通衔

接、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审核、国际合作双博士/硕士学

位或课程项目计划审核等；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宁波大学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

意见》《宁波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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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课程教学大纲的修制订工作。

加强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教学，引导

学生提问、质疑、反思与创造及自主探究，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与研究能力。本年度新增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优秀案例 3

项，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 10 项。发挥示范课程示范标杆

作用，积极组织宁波大学研究生示范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式

课程立项建设，立项资助 10本教材。

（二）导师选拔培训

修订研究生导师遴选文件，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

责任人要求，继续推动和完善建立校院两级导师培训制度，

举办校院新聘导师和导师专题培训，落实导师上岗的制度化

和常态化。成立研究生导师学院，举办了以“人格与身教：研

究生导师如何立德树人”“有效沟通：建立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危机干预与预防”等为主题的新聘导师专题培训会。

（三）师德师风建设

健全导师立德树人责任机制。贯彻新时代研究生导师指

导行为规范，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践

行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完善师德奖励机制，开

展“最美宁大人”、真诚奖教金等评选。涌现了全国先进工作

者、浙江省“三育人”岗位建功先进个人等一大批师者楷模。

推进研究生导学关系建设工程。激发导师自觉发挥立德

树人职责的意识，通过研究生导师发挥德育导师职责，选树

10个“优秀研究生导学团队”，着力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

设，持续探索构建和谐导学关系，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把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到学位点建设和人才培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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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导师治学环境，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风。持续开展“我与

导师面对面”主题活动。本年度共举办 20场，近 6000余名师

生参与。为师生搭建了交流互动平台，有效加强研究生与学

校、导师及同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充分发挥导师对研究生

的思想引导、学习指导、心理疏导和就业辅导的积极作用，

形成亦师亦友的和谐师生关系。

（四）学术训练情况

构建以基金项目、成果奖励、研究生学科竞赛为驱动的

实践训练体系。本年度获批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研

究生项目）立项 30项，校级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 176项。

研究生获国家级 A 类学科竞赛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1项、

三等奖 57项（表 6）。

表 6 2021 年度研究生获重要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竞赛奖项情况

名称
一等

奖

二等

奖

三等

奖

“华为杯”第十八届中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
2组 31组 47组

"华为杯"第四届中国研究生创

“芯”大赛
8组

“光谷杯”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机器

人创新设计大赛
1组

“杰瑞杯”第八届中国研究生能源

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1组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
5组 1组

备注：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因疫情原因延后

举办。

（五）学术交流情况

以“思创·行创”为理念指导，形成了以学术节、论坛、沙

龙为平台的学术交流体系。牵头举办第十四届宁波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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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节，以“甬闯百年，智学为先”为主题，面向长三角区域

高校征稿，征集稿件 516篇，举办院士报告会 1场、专家报

告会 22场、主题分会场报告会 10场。举办研究生创新创业

教育系列教育讲座 300余场。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在学校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奖助工作全覆盖的

情况下，学校统筹省市财政拨款、社会捐赠，加大专项投入，

修订管理办法，完善奖助体系，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确保研

究生奖助资金精准发放、按时发放。

各学院结合人才培养特点和评定中产生的问题修订完

善评审细则，学校对细则进行指导和审定并对全校奖助工作

进行监督和管理。

学校研究生奖助工作实现全面信息化建设并不断完善

系统，目前研究生奖助体系全面实现了在系统中完成学生申

报、学院审核和学校审核汇总等诸多环节，信息化建设使研

究生奖助工作更加严谨、高效、有序。

研究生三助岗位管理系统全面启动信息化建设，通过不

断优化流程，目前实现了教师设岗、学生聘岗、教师选聘学

生、学院审核、学校审核等全部流程的线上操作，解决了线

下操作程序繁琐、师生互选不透明、经常出现漏选等问题。

表 7 2021 年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人数
发放金额（元）

博士 硕士 总人数

1 国家奖学金 9 103 112 2330000

2 学业奖学金 204 7491 7695 64159000

3 国家助学金 205 7541 7746 41612000

4 优生优培奖学金 18 55 73 3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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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叉学科博士奖学金 2 / 2 20000

6 康恩贝自强奖学金 / 7 7 32500

7 港澳台政府奖学金 / 1 1 30000

8 黄庆苗研究生助学金 / 80 80 480000

9 王宽诚幸福基金 / 43 43 344000

10 绣山清寒奖助基金 / 22 22 110000

11 卓越科研成果奖 2 8 10 300000

12 曹光彪科研成果奖 4 23 27 180000

13 卓创科研成果奖 77 468 545 2524100

14 临时困难补助 14 243 257 142600

15 助研津贴 115 4458 4573 18061800

16 助教津贴 88 2836 2924 8692900

17 助管津贴 / 93 93 167000

18 三好研究生 13 450 463 奖品

19 优秀研究生干部 5 141 146 奖品

20 优秀大学生 1 3 4 荣誉

21 大学生励志标兵 / 2 2 荣誉

22 大学生先进集体 / / 2 荣誉

总计 757 24068 24827 139550900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实施博士研究生“申请

-考核”制招生选拔机制，提高博士研究生生源质量。依托科

研大平台、大项目、校级研究院，设立交叉学科博士研究生

招生专项计划，推进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开展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改革。强化核心类课程建设，

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课程教学体系。围绕学科发展，基于培

养目标，科学设置课程模块，建构了“公共学位课+专业学

位课+专业选修课”递进课程体系，提升研究生“一专多能”

水平。加强硕博连续生、直博生等贯通培养及培养方案一体

化设计，打通课程体系，优化课程设置。

推进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质量保障建设。进一步强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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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工作的学术规范和撰写质量，配合研究生督导在答辩

前和学位授予后开展学位论文质量抽查，检查情况及时反馈

学院，督促相关学生或导师完成学位论文修改；根据学位授

予相关环节的文件要求，做好全体毕业研究生的学术不端检

测工作，组织各学院做好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同时开展答辩

前和学位授予后两轮抽检。本年度获评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名论文 2篇、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9篇以及省抽检优秀学

位论文 3篇。

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坚持需求导向、协同育人原

则，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产业创新体系深度融合，将

产教融合贯穿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各环节、全过程，完善

“产学研合作、校政企联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产业协同

人才培养体系。《“渔业发展”专硕研究生“三三三”复合

型人才培养实践》获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成果

特等奖。《“渔业发展”专硕研究生“三三三”复合型人才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港城经济

需求：多元化MBA人才“四新”培养模式》获 2021年浙江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教师队伍建设

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成立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

设立党委教师工作部，建立教师师德师风档案制度，把师德

建设作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基本素质要求。加大对导师承担研

究生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资助力度,支持导师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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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开设课程。积极选派导师到相关行业或企业兼职、挂

职，提高实践指导能力，全面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校内

和行业导师的“双导师制”。

强化导师岗位管理和责权机制。严格导师选聘标准，明

确导师权责，改革导师评聘评价机制，提高导师遴选标准和

招生资格要求，修订研究生导师遴选和招生管理办法。新增

研究生导师一律实行“先培训、后上岗”，注重发挥优秀研

究生导师的“传、帮、带”作用，严格导师招生资格年审制

度，建立“校—院—学科”三位一体的导师培育机制。

（三）科学研究

加大研究生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实施研究生科研项目

资助和创新成果奖励等计划，激发研究生创新动力。加大研

究生科研成果、学科竞赛奖励力度，专项配套提高曹光彪科

研成果奖、卓创科研成果奖等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奖项数量、

类别和奖励金额，增设 ESI高被引论文的奖项。

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实施研究生创新创业

能力提升计划，将创新创业课程、生产实践课程和社会实践

课程等纳入研究生培养方案。打造专兼结合、校内外共建的

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利用校内外师资力量和理论、实践教

学资源，拓展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推进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载体建设。进一步完善知识产

权转让管理办法，鼓励研究生依托学术成果开展创业实践，

鼓励师生共同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的创

业指导和创业支持，实施优秀创业企业培育计划，探索组建



17

研究生科技创业扶持基金，在创业启动资金支持、创业导师

指导、创业空间保障、创业过程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集中举办校级思政主题教育活动20

余项（次）。认真落实研究生疫情防控相关数据汇总及管理

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和特殊群体帮扶工作，分别在学校、学

院层面组织研究生安全教育20余场。启动“党员领航”工程，

搭建研究生新老生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

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邀请院士以及专家学者

做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主题报告；组织师生收看全国科学道

德专题培训会，在校园内营造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

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良好氛围。本年度集中开展

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和学风建设活动 21场。

（五）国际合作交流

全面排摸，分类指导，时刻关怀在外学生身心健康与平

安。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学校高度关注出国学生及

赴国外交换学习的学生健康安全，时刻关注国际疫情动态，

为在国外的学生及时送关心关爱。全年出国交流交换的研究

生 23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22人，博士研究生 1名。另外，

参加线上的交换交流研究生 6人，其中参加线上一个月短期

交流的研究生 3人，参加线上一学期交换积极拓展国际组织

实习项目的研究生 3人。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位点建设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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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定工作方案积极推进自我评估工作

2021年 5月，制定完成《宁波大学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

工作方案》。依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浙江省学位委员会关

于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文件和工作要求，结合学校上一轮自

我评估和专项评估工作中的经验，学校将“以发现问题、办

出特色，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基本评估原则，制定《自

我评估工作方案》。《评估工作方案》将明确工作要求、校

院两级组织机构及职责，评估方式、评估标准、具体的时间

安排与工作流程、经费保障等。

2021年 6月之后，严格按照《评估工作方案》执行推进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落实学位授权点年度基本状态数

据表填写和学位授权点年度报告撰写常态化，对标对表将自

我评估的指标体系、抽评要素纳入学位点建设的年度评价指

标。提高学位授权点管理和建设水平，定期召开专题研讨培

训会。

2.问题分析

学校的学位授权点建设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以下

主要问题：一是重申报、轻建设，缺乏对过程建设的有效管

理；二是重师资队伍等业绩指标、轻学位点管理制度的建设；

三是专业学位授权点“重研究，轻实践应用”“专硕不够专”，

的问题仍然存在，未能对标对标依照专业学位点建设要求进

行建设。针对以上自我评估工作中存在的工作机制和学位点

内涵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在本轮自我评估工作的推进中将通

过理顺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制度予以有效解决。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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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订政策文件保障学位论文质量提升

我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同时将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贯穿日常工作

的各个环节。近年来更是实施一系列举措，提升学位论文质

量。首先，从制度层面上相继修订并出台《宁波大学博士学

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宁波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规定》、《宁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抽检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实际工作的

开展提供政策引领和制度保障。

2.建立多次抽检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机制

其次，进一步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推行校院两级质

量保障体系。在全覆盖式学术不端检测和双盲评审的基础上，

提高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合格标准、博士学位论文外审标准；

严格执行博士学位论文校级盲审、硕士学位论文“院级盲审

+校级抽检”的质量保障机制和学位授予后抽检工作。后抽

检重点关注答辩前盲审成绩较差、学位论文全过程有异常情

况、答辩成绩较差的学位论文，结果及时通报各学院，并在

下一年度的研究生招生指标、年度绩效考核中予以体现。

3.建立评优评先机制激励学位论文质量提高

不断完善学位论文质量导师负责机制及校优秀学位论

文评选、“卓创”学位论文评选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加大各

级别优秀学位论文的奖励力度，将过程控制和成果体现并举，

形成学位论文质量控制的合力。在省优学位论文推荐、抽检

学位论文报送等重要环节，分学科组织校内外专家会评，提

出针对性的修改建议，研究生院落实专人对接导师跟进修改

情况，并组织修改后的再次复核，以做到“优中取优、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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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

2021年度共评定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8篇，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153篇。在此基础上推荐了 2篇博士学位论文和 16
篇硕士学位论文参评省优秀学位论文，最终获得 2篇省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9篇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综合成

绩位列省属高校前列。在 2021 年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

我校被抽检的 97篇学位论文总体优良率为 76.29%，抽检评

价优秀学位论文 2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2篇。

4.学位论文存在问题分析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通过具体分析，也发现了目前

学位论文质量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省抽检中再次出现“存

在问题论文”、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多样化的评价

标准有待进一步细化、部分专业学位硕士及非全日制研究生

学位论文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不同学科之间学位论文质量

差异较大等。今后，学校将持续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

做到“常规环节持续推进、关键环节专项提升”，点面结合，

以进一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推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

升。
表 8 2021 年省级优秀学位论文名单

序

号
作者 学科 导师 论文题目

获奖

名称

1 戴文芳 水产 陈炯

基于肠道微生物解析凡纳滨对虾滞

长和白便综合征病害的微生态学机

理
省 优

博 提

名
2 李子轩 力学 束学道

航空发动机筒形钣金机匣旋压成形

关键技术研究

3 宋杨 体育学 顾耀东
不同干预方式对业余篮球运动员赛

后下肢恢复影响的研究

省优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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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铭阳
信息与通

信工程
金明

认知无线电中的频谱感知与资源分

配方法研究

5 宣丽霞 生物学 熊金波
利用指示浮游细菌定量评价浙江近

海污染程度

6 刘婷婷 化学 舒杰
TiS2 储能材料的构筑及其电化学性

能

7 陈燕婷
食品科学

与工程
杨文鸽

超高压协同热处理对带鱼鱼糜凝胶

品质的影响及其机理

8 叶茜茜 数学 奚李峰
复杂网络的拓扑指标研究——偏心

距离与本征时间

9 刘吉卿 水产 李成华
刺参亲环素 A 调控体腔细胞凋亡机

制初探

10 陶家玉
外国语言

文学
于善志

二语作格动词语义加工中的具身效

应研究

11 王鑫 教育学 熊和平 校外培训机构广告语的措词研究

12 张亚文
电子与通

信工程
王国祥

新型 Zn-Sb 基薄膜的优化制备与微

结构表征研究
省 抽

检 优

秀13 廖是聪 材料工程 潘晶
含钇稀土铁硼永磁材料显微组织和

磁性能研究

六、改进措施

过去的一年，在国家“双一流”、“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

以及“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等项目支持下，我校学科建设取

得了长足发展，学科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持续提升，但在生源

质量、培养水平、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

足，学校下阶段重点对照自身不足推出以下改革举措：

（一）加强研究生思政队伍建设

逐步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强化部门联动和校院合力，拟出台《宁波大学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健全“三

全育人”机制，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一流研究生培养的全

过程，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效的实施体系、科学的评

价体系、有力的保障体系、完善的制度体系。

健全研究生思政队伍。配齐建强研究生思政队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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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比例配齐研究生专职辅导员，选拔思想素质高、业务

能力强的青年教师、党政管理干部、本科生辅导员、高年级

优秀博士生作为兼职研究生辅导员；加强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的工作

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深化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吸引优质生源

深化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硕士研究生

考试招生改革，推进分类考试，不断优化复试考核，加强能

力考查，注重综合评价，建立健全更加科学有效、公平公正

的考核选拔机制。

完善博士研究生选拔机制，将选拔方式调整为普通招考、

硕博连读及直接攻博三种方式，其中普通招考采取“申请-
考核”制的形式选拔博士生，加强对考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考

查，不断优化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为改善博士生源质量提

前布局，2022年起，学校鼓励学院全部招收全日制非定向博

士生，确需招收定向博士生的学院，需严格控制定向生比例，

原则上不得超过该专业招生计划的 20%，且需要逐年降低该

比例。

（三）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监督管理体系建设

紧紧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要求，以质量提升为目标，

坚持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和内涵式发展为引领，体现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研究生培养的区别，强化全过程培养链管

理，实现精细化和规范化管理：制订并实施了新一轮研究生

培养方案（包括博士、学术型硕士、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及导师分类遴选办法，规范研究生

培养的各个环节，明确提出课程学习、文献阅读、开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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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答辩、毕业等每个环节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重点

抓住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送审、论文抽检等关键

环节，落细落实学业预警，加大对不合格研究生的分流退出

力度，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四）全面推进研究生科教产教融合培养改革

落实《深化产教融合育人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

实施方案》。通过创新基于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发展新模式、

改革产教融合教学体系、打造校院两级研究生实践基地平台、

完善双师双能双进型导师队伍建设，全面构建“校内培养+

基地培养+应用实践+多主体协同”四位一体的特色化产教融

合体系。建立“特色学科-创新平台-导师团队-重大项目-产

业需求”为核心的科教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重大科研任务

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方式，试行交叉平台、研究院等培养特

区机制，构建省级-校级-学院三级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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