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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武汉） 

 
 

中地大（汉）研字[2016]99 号 
 
 
 

关于召开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校内评审会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地大发

[2016]57 号）要求，定于 2017 年 1 月 11-12 日召开校内专家委员会评审

会（地点另行通知），请各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做好汇报准备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专家委员会由校领导、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科建设委员会委

员、学位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 

专家委员会根据各学位授权点汇报情况及对自我评估材料的审查，进

行投票表决，确定评估结果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根据投票结果，

学校将对学位授权点布局进行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合理有序地做好学位

授权点撤销与增列工作，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2. 每个参评的学位授权点均需汇报。汇报时间为 15-25 分钟（单个

学位授权点汇报 15 分钟，学术学位授权点和同类专业学位授权点一起汇

报 25 分钟），专家提问 5 分钟，共计 20-30 分钟。学位授权点对照评估指

标体系进行汇报，确定自评结果。具体汇报时间安排见附件。 





附件：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校内评审汇报时间安排表 

序号 学科名称 授权级别（类别） 汇报单位 时间安排 

2017 年 1 月 11 日上午 8:00-12:00 

研究生院介绍本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总体情况及评审要求 8:00-8:10 

1 法学 一级学科硕士 公管学院 8:10-8:30 

2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一级学科硕士 

（二级学科博士） 
公管学院 8:30-8:50 

3 教育学 一级学科硕士 高教所 8:50-9:10 

4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一级学科硕士 

（二级学科博士） 
马院 9:10-9:30 

5 应用心理学 二级学科硕士 马院 9:30-9:50 

 会间休息 9:50-10:00 

6 统计学 一级学科硕士 经管学院 10:00-10:20 

7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经管学院 10:20-10:40 

8 工商管理 一级学科硕士 经管学院 10:40-11:00 

9 工商管理（MBA） 工商管理硕士 经管学院 11:00-11:20 

10 体育教育训练学 二级学科硕士 体育课部 11:20-11:40 

11 外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硕士 外语学院 11:40-12:00 

2017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4:00-17:40 

12 设计学 一级学科硕士 艺媒学院 14:00-14:20 

13 新闻传播学 一级学科硕士 艺媒学院 14:20-14:40 

14 数学 一级学科硕士 数理学院 14:40-15:00 

15 物理学 一级学科硕士 数理学院 15:00-15:20 

16 地质学 一级学科博士 地学院 15:20-15:40 

17 地理学 一级学科硕士 地学院 15:40-16:00 

会间休息 16:00-16:10 

18 机械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 机电学院 
16:10-16:40 

19 机械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机电学院 

20 信息与通信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 机电学院 
16:40-17:10 

21 电子与通信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机电学院 

22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 自动化学院 
17:10-17:40 

23 控制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自动化学院 



2017 年 1 月 11 日晚 19:00-22:00 

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 计算机学院 
19:00-19:30 

25 计算机技术 工程硕士领域 计算机学院 

26 测绘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博士 信工学院 
19:30-20:00 

27 测绘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信工学院 

28 软件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 信工学院 
20:00-20:30 

29 软件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信工学院 

30 土木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工程学院 
20:30-21:00 

31 建筑与土木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工程学院 

32 安全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工程学院 21:00-21:20 

33 安全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工程学院 21:20-21:40 

34 地球物理学 一级学科博士 地空学院 21:40-22:00 

2017 年 1 月 12 日上午 8:00-12:00 

35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资源学院 
8:00-8:30 

36 地质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资源学院 

37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资源学院 
8:30-9:00 

38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资源学院 

39 海洋科学 一级学科博士 海洋学院 9:00-9:20 

40 水利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环境学院 
9:20-9:50 

41 水利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环境学院 

42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 环境学院 
9:50-10:20 

43 环境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环境学院 

44 生物学 一级学科硕士 环境学院 10:20-10:40 

45 化学 一级学科硕士 材化学院 
10:40-11:10 

46 化学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材化学院 

47 材料工程 工程硕士领域 材化学院 11:10-11:30 

 讨  论 11:30-12:00   1

 专家投票  

 王焰新校长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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