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参加合格评估学位授权点一览表 

 

参加合格评估博士学位授权点 

 

序

号  
学科名称  代码 学科门类 获批时间  牵头单位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学  2006（思想政治教育） 武汉     

2  海洋科学 0707 理学  2011  北京  

3  地球物理学 0708 理学  2006  北京  

4  地质学 0709 理学  1998  北京  

5  土木工程 0814 工学  2011  武汉  

6  水利工程 0815 工学  2011  北京  

7  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 工学  2011  武汉  

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 工学  1998  武汉  

9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0820 工学  2011  北京 

1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 工学  2006  武汉  

11  安全科学与工程 0837 工学  2011  武汉 

12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管理学 2006  武汉  

13  公共管理 1204 管理学 2006（土地资源管理） 北京  

 



参加合格评估硕士学位授权点 

 

 

序

号 
学科名称 代码 学科门类 获批时间 牵头单位

1 法学 0301 法学 2011 北京 

2 教育学 0401 教育学 2011 武汉 

3 心理学 0402 教育学 2003（应用心理学） 武汉 

4 体育学 0403 教育学 2006（体育教育训练） 北京 

5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文学 2011 武汉 

6 新闻传播学（北京停招） 0503 文学 2011 武汉 

7 数学 0701 理学 2011 北京 

8 物理学 0702 理学 2011 武汉 

9 化学 0703 理学 2006 北京 

10 地理学（北京停招） 0705 理学 2006 武汉 

11 生物学（北京停招） 0710 理学 2011 武汉 

12 统计学（北京停招） 0714 理学 2011 武汉 

13 机械工程 0802 工学 2006 北京 

14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 工学 2006 武汉 

15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 工学 2011 武汉 

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工学 2006 武汉 

17 软件工程 0835 工学 2011 北京 

18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 2006 武汉 

19 设计学 1305 艺术学 2011 武汉 



 

 

 

参加合格评估专业学位授权点 

 

序号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授权

时间 

牵头

单位

1 0852 工程硕士 085201 机械工程 2001 北京

2 0852 工程硕士 085204 材料工程 2001 北京

3 0852 工程硕士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2003 武汉

4 0852 工程硕士 085210 控制工程 2007 武汉

5 0852 工程硕士 085211 计算机技术 2001 武汉

6 0852 工程硕士 085212 软件工程 2010 北京

7 0852 工程硕士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2004 武汉

8 0852 工程硕士 085214 水利工程 1997 北京

9 0852 工程硕士 085215 测绘工程 2002 武汉

10 0852 工程硕士 085216 化学工程 2003 北京

11 0852 工程硕士 085217 地质工程 1997 北京

12 0852 工程硕士 085219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1997 北京

13 0852 工程硕士 085224 安全工程 2006 武汉

14 0852 工程硕士 085229 环境工程 2001 武汉

15 1251 
工商管理硕

士（MBA） 
  2007 武汉

 



 

 

附件 3：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同行专家评估意见表 

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同行专家评估意见表 

学校名称（盖章）： 中国地质大学                        学校代码：10491/11415 

学位 

授权点 

名称  所属学院  

代码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   □硕士 

专家组评估意见：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估结果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专家姓名 学科专业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签字 

     

     

     

     

     

 



 

 

附件 4：校外同行专家邀请函 

 

邀 请 函 
 

尊敬的              教授： 

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学位【2014】4 号）文件

精神，我校已启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前期已经开展了学

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校内评审工作，下一步将进入国内同行专家评

估阶段，学校诚邀您作为评估专家来校指导，为学位授权点诊断

把脉。 

我校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将于      年     月    日（周    ）

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北京）                学院 举行。

恳请您届时莅临指导。 

      特此专函。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 

          

                            年   月   日 



 

 

附件 5：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国内同行专家名单 

中国地质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国内同行专家名单 

   学院名称（盖章）：                               学位授权点名称： 

序号 姓名 所属学科 所在单位 职称 专家类别 备注 

             

             

             

             

             

             

       

说明：1. 专家类别请填写 A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B 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C 高等院校专家；D 行业（企业）专家。  

2. 请在校外同行专家评审会前 1-2 周将专家名单报研究生院： 

1) 地大（北京）牵头的学位授权点：纸质版专家名单盖章后交到研究生院综合办公楼 408 室，电子版发送至 yulj@cugb.edu.cn； 

2) 地大（武汉）牵头的学位授权点：纸质版专家名单盖章后交到研究生院质量办 303 室，电子版发送至 nychao@cu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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