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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培养与学位部工作安排

根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序做好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精神和我校《关于教职工开学复工相

关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为了做好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同时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特制订本部门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工作方案。

一、工作制度

1.本部门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王多君任组长，王济

洲任副组长，部门全体成员为小组成员，按照《中国科学院

大学培养与学位部领导小组工作方案》规定的职责、分工、

任务及要求，做好疫情期间各项工作。

2.实行部门负责人值班制度，疫情期间由王多君、王济

洲轮流在在周一到周三期间到玉泉路校区办公室值班一次。

3.在学校正式恢复正常办公前，本部门主要采取远程在

线办公的模式，通过使用微信、电话、网络会议、视频会议

等多种方式进行沟通和工作安排，尽量减少到办公室的机会。

如必须到办公室，则提前请示部门领导，并报学校防控小组

审批，获批后方可到校。到办公室人员须在部门工作群进行

报备，并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4.疫情期间，全体成员要保持电话、微信畅通，如遇突

发情况，应随时通报，工作日每天上午 10 点须在部门工作

微信群签到，通报个人情况及工作安排。

二、工作内容

(一 )研究生培养管理（负责人：袁莉萍，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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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0388806，邮箱：yuanlp@ucas.ac.cn）

1.依托学位论文评审系统需求工作小组，通过邮件、微

信和电话征求相关研究所意见与建议，积极推进新学位论文

评审系统建设工作。

2.协调网络中心，完成新学位论文评审系统中专家库维

护工作平台的开发与测试工作。在此基础上，面向各培养单

位启动专家库维护工作。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解答各培养

单位咨询，协调解决问题。

3. 做好培养系统、培养方案和教育业务系统权限日常管

理工作，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解答各培养单位咨询，并协

调解决相关问题。

（二）导师管理（负责人：王明娜，手机：15201081586，

邮箱：wangmn@ucas.ac.cn）

1. 原计划 3月中旬举办的“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0年度第

一期导师培训”，视疫情情况推迟。推迟期间，继续联系承办

单位，联系培训专家，对培训组织和培训内容的各环节进行

合理设计和安排。

2. 春季教师证办理一般为 4月份，目前未收到上级主管

部门相关延迟通知，将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开展工作。

3.导师资格和招生资格备案一般 6月份启动，预计疫情

将不会影响备案工作的开展，将按期准备前期工作。

4.和教育基地和研究所通过邮件、微信和电话联系，确

定 2020 年度导师培训需求，统筹合理安排本年度导师培训

工作。

https://mail.cstnet.cn/coremail/XT3/pab/view.jsp?sid=IAqNKAmmvLAaIZVqtvmmRgxuQSsfJNhU&totalCount=1&view_no=0&puid=98&gid=&pa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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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位工作

学位会组织管理（负责人：袁莉萍，手机：18910388806，

邮箱：yuanlp@ucas.ac.cn）；负责人：赵永利，手机：

18210024498。邮箱：zhaoyl@ucas.ac.cn）

1.做好 2020年冬季学位会会后相关工作，通过电话、邮

件等方式解答各学科群分会秘书处咨询，协调做好会议相关

费用报销工作。（袁莉萍负责）

2. 根据五届 2 次学位会纪要开展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处

理办法的修订工作，相关单位整改工作，进一步提升培养质

量（赵永利负责）。

3. 认真做好我校 2020年增开一次学位会的相关工作安

排（袁莉萍负责）。

本科学位授权管理（负责人：石山梅，手机：13501061903，

邮箱：ssm@ucas.ac.cn）

1. 按照北京学位办相关要求，汇总、完善自审增列本科

学位授权专业材料，争取 3月份上报北京市学位办。

2. 向相关培养单位发布经校学位会审议通过的自审增

列本科学位授权专业正式通知。

学士学位审核（负责人：杨岭楠，手机：15210645949，

邮箱：yangln@ucas.ac.cn）

1.摸清今年夏季本科生毕业和申请学士学位情况，提前

掌握信息，确定夏季两次申请审核学士学位工作方案。

硕士博士学位审核（负责人：韩乃立，手机：13301228933，

邮箱：hannl@ucas.ac.cn）

https://mail.cstnet.cn/coremail/XT3/pab/view.jsp?sid=IAqNKAmmvLAaIZVqtvmmRgxuQSsfJNhU&totalCount=1&view_no=0&puid=98&gid=&pa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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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夏季学位申报：拟于 3 月初通过邮件给培养

单位发送学位申报工作的通知。2020年夏季学位申报工作的

截止时间暂定为 6 月 14 日（周日），学位初审原则上由所

级学位会召开会议进行审议，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2. 2020 年夏季研究生涉密及延迟公开学位论文备案：

拟于 3月初给培养单位发送备案工作的通知。涉密及延迟公

开学位论文备案的截止时间延迟到 4 月 30 日，请相关培养

单位先通过邮件报送备案名单的电子版，签字盖章的纸质材

料待疫情结束后再行通知。

3. 学位系统 2020年夏季批次开通：在系统优化需求落

实后，拟于 3月初开通 2020年夏季批次。

4. 曾被缓议拟再次申请学位人员的权限开通：培养单位

给学位办发送邮件提交开通再次申请学位权限的申请，申请

中需说明拟再次申请学位人员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学号）、

曾被缓议的时间及原因、申请人现在的情况，以及是否达到

学位申报条件等，不需要盖章材料。

5. 研究生、导师和教育干部如果对学位申报工作有疑问，

可以通过微信、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咨询。

专业学位及学位授权自主审核（负责人：赵永利，手机：

18210024498。邮箱：zhaoyl@ucas.ac.cn）

1.在去年 7个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础

上，根据五届 2次学科群分会审议意见，进一步完善培养方

案。

2.根据分别已成稿的 7个工程类别研究生行业导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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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实践基地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通过微信、邮件和电

话等方式征求意见，形成全校统一的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行

业导师管理办法和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管理

办法两个文件。

3.组织推选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4.电话沟通，筹备中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申报一

级学位博士授权点事宜，开展材料准备和论证等工作。

5.工程博士学位点建设。

院优博论文评审及学位证明办理（负责人：田捷，手机：

13691575965，邮箱：tianjie@ucas.ac.cn）

1.通过微信、邮件和电话等网络办公模式，与网络中心

继续协商院优博评审系统（智慧教育系统）的建设与维护，

梳理培养系统和教师系统中的专家信息，依托去年各研究所

提供的专家数据，进一步优化专家库平台建设，确保数据的

全面、真实与准确。

2.与院前沿局沟通 2020年院优博初选工作事宜，若如期

进行，将制定初选工作方案通知各研究所，同时做好院优博

智慧教育系统的日常维护、问题咨询，解决问题，对系统进

行优化与完善。

3. 学生英文学位证明办理：

学生英文学位证明需经过所在研究所审核同意后方可

办理，请学生事先联系所在研究所，经研究所同意后，请研

究所相关负责老师发邮件至邮箱 xueweiban@ucas.ac.cn预约

办理。

mailto:xueweiban@ucas.ac.cn


6

邮件中务必说明以下内容：办理学生姓名、培养单位名

称、办理事由、证明送达方式（快递纸质版证明或发送电子

版证明）。需要快递纸质版证明的，请务必在邮件中写明联

系人、联系地址及电话。

预约邮件中同时提交以下附件材料：

（1）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2）学位证书中英文扫描件；

（3）若没有学位证书英文副本，须提供按照学校规定

样本翻译录入好的英文学位证明电子版文件。

（4）有关证明模板请参照此链接内容：

http://onestop.ucas.ac.cn/home/info/6ae9ebb7-6b3e-4c44-8c7e-e

2e73b2f398a/2

学位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将尽快将盖好章的证明根据学

生要求快递寄出或者发送邮件。

（四）学科工作（负责人：王济洲，手机：13811779861，

邮箱：jzwang@ucas.ac.cn）

1.根据《“双一流”动态监测体系填报工作方案》要求，

联系各一级学科牵头单位，按期催收“双一流”各学科填报材

料，联系各学科群，组织校级评审专家组，协助各职能部门

评定限项填报数据。建立与牵头单位、规划办和其它职能部

门的密切联系和快速响应机制，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通过网

络办公等方式，对下一步工作做好部署和提前通知，顺利完

成“双一流”数据填报工作。

2.协助规划办推进学校“双一流”的建设工作。通过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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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等方式沟通商定今年我校支持“双一流”建设的工作方案，

尽早部署各学院、各研究所启动今年的“双一流”建设。

2.根据第五轮学科排名评估工作的安排，启动数据填报

的前期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为每个一级学科提供对标高校的各项数据，

组织文献情报中心按照一级学科开展发表论文、获奖等数据

的检索工作，并提供给各牵头单位，研判第五轮评估可能涉

及的公共数据，提前做好与各部门的沟通，加强信息化建设

水平，提高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效率。

3. 启动自主设置“建筑与城市设计”学科工作，梳理全院

拥有地理学一级学科的培养单位，以邮件形式向所有地理学

一级学科的培养单位征求自主设置“建筑与城市设计”学科的

意见，有序开展学科论证等后续相关工作。

（五）校部研究生管理工作（负责人：王艳，手机：

13240275158，邮箱：wangyan@ucas.ac.cn；宋霞，手机：

13691100385，邮箱：songxia@ucas.ac.cn）

1. 组织校部研究生 2020 年夏季学位申报工作和涉密及

延迟公开论文备案工作。

2. 鉴于目前无法召开校部研究生管理工作研讨会，我们

将随时通过微信、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布通知并解答校部院

系在论文送审和毕业答辩中的特殊及疑难问题。

3. 组织校部研究生申报各类奖学金及评优（三好、优干、

优毕、三好学生标兵）工作工作。

4. 开展校部研究生出国行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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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时发放学生奖助学金并解决在发放中的遇到问题。

（1）每月 6日前，学院（系）在 ARP系统上上传工资

单并以邮件形式将《学生奖助学金发放汇总表》提交校部研

究生管理办公室；

（2）校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经核对后将准确无误的奖

助学金发放表邮件提交财务处；

（3）如有工资单类型、课题号等信息需要调整的，以

邮件、微信等线上方式联系；

（4）所有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6. 根据校部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会议的时间安排，启动

2021年度校部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备案工作。

（1） 以邮件形式向各学院（系）发布启动通知；

（2） 学院（系）以邮件形式提交首次申请招生的导师

（新增导

师）《开通教师管理系统权限信息表》报校部研究生管理办

公室开通系统登录权限；

（3） 申请 2021 年招生的导师及新增导师登录教师系

统进行信

息维护，审核无误后提交申请表；

（4） 学院（系）将审核无误的《2021 年在岗博士生

导师信息

汇总表》、《2021年在岗硕士生导师信息汇总表》、《2021

年申请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信息汇总表》、《2021年申请新

增硕士研究生导师信息汇总表》以邮件形式报送校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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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

（5） 所有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7. 转换导师申请

（1）学院（系）以邮件形式提交《转换导师申请表》，

请详细

注明转换导师的理由，并经原导师、新导师及学院（系）以

线上方式沟通后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另

行通知）后，以邮件形式报送校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2）待培养与学位部审核通过后，以邮件和微信形式

通知相关院系。

8. 优化科创项目系统，启动研究所和学院（系）2020

年度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项目申请工作。

（1）与财务确定 2020年科创项目到账情况，确定资金

分配方案；

（2）以邮件形式向研究所及学院（系）发布通知；

（3）研究所按通知要求自行安排相关工作；

（4）学院（系）征集“2020年度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

实践训练计划”项目申请指南在科教协同系统的科创计划内

提交并在学院（系）网站上公布；

（5）校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也将统一在国科大官网上

发布科创计划项目指南；

（6）有意向的学生在与项目指导教师充分沟通后，登

录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选择科创计

划进行注册、填报、提交（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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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院（系）通过系统报名情况，联系相关指导教

师进行审核确认后，将汇总表以邮件形式提交校部研究生管

理办公室。

9. 按学校部署，启动校部春季教师证办理工作。

（六）其他重要事宜

1.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的学位认证工作，通过

邮件方式予以确认及回复。

2.根据 2019年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联系网络中心，

开展校级层面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准备工作。

3.根据学位审核时间，提前筹备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

式。

4.做好工会工作，上传下达，疫情期间保证部门各位老

师知悉学校的各项政策及规章制度，维护好工会会员的自身

利益，做好特殊时期的服务与保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