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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且经培养单位按标准、程序、规范审定公布的校级优

秀学位论文。

（二）在苏部队院校和科研院所按照申报规定遴选并推荐的

优秀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应未参与过各自系统的优秀论文评选

且经培养单位认定不涉密。

二、论文名额分配

（一）本年度评定为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的总数为 400篇，其中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00篇、优秀学

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150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150篇。

（二）上学年论文基数（2017.9.1—2018.8.31）为省内各学

位授予单位据实统计报送数据，并经省教育评估院研究生教育评

估室项目组核查、汇总。

（三）2019年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将在 2018年评选工作机

制基础上，引入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参

与评选，推荐名额不再按比例具体分配到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改

为依据学科门类、专业类别的论文基数以及 1:1.2的比例，测定

14个教指委复评上报的论文限额（详见附件 1）。

三、评选程序及工作要求

（一）培养单位初评推荐

1.制定方案。根据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通知要求，制定

本单位本年度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方案，及时做好论文申报

参评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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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放申报。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当学年校级优

秀学位论文均可申报。

3.校级初评推荐。每个学位授权点由学校择优推荐上报 1篇，

并公示一周。

4.材料报送。申报参评论文应符合盲审处理要求和学术行为

规范并经专门审查。各培养单位将初评推荐的学位论文 PDF 版

按要求打成电子材料包报送省教育评估院。同时将本年度本单位

评选工作方案、公示情况、校级初评结果汇总表（见附件 4）上

传省教育评估院“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系统”（网址

为 http://58.213.129.229:82/ybys/）。

（二）研究生教指委复评

1.制订方案。省学位办、教育评估院委托各研究生教指委对

培养单位推荐的论文组织复评。各研究生教指委要参照省教育评

估院《复评工作指南》配套制订本教指委论文复评工作方案。

2.分类复评。为确保各研究生教指委复评工作的统一性和公

正性，复评严格执行《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江

苏省优秀学术学位论文评审标准》《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论文评

审标准》，实行分类评审、同行评审、规范评审，无需另立复评

标准，或附加任何条件。

3.结果报送。各研究生教指委根据专家复评意见，在测定的

分配数额内综合排序，不得突破限额。各研究生教指委将工作计

划、复评论文、专家评审意见、复评结果排序表（见附件 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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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报送省教育评估院，并按要求录入“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评选系统”（网址为 http://58.213.129.229:82/ybys/）。逾期

未报的，该研究生教指委复评论文作弃权处理。

4.质量分析。各研究生教指委在完成复评工作后，应及时依

据各单位论文校级初评和教指委复评专家评审意见，从组织工作

和论文选题、研究水平、文本规范等维度撰写质量分析报告，并

于 9月中旬前提交省教育评估院，以便省教育评估院汇总分析后

形成年度评选质量报告。

（三）省教育评估院综合评议

1.合规审核。省教育评估院对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初评推荐情

况、各研究生教指委复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合规审核，异常情况

将提请综合评议专家组和专家委员会研究，合规审核情况将作为

下一年度研究生教指委是否继续被委托复评或论文名额分配的

重要依据。

2.材料预审。省教育评估院项目组预审各研究生教指委复评

结果的排序情况，编印综合复审工作指南，明确综合评议规则。

对研究生教指委复评中专家赋分（平均）差异较大的参评论文进

行汇总，供综合评审专家组评议参考。

3.综合评议。省教育评估院组织综合评议专家组对研究生教

指委复评结果、合规情况进行审核，对专家赋分差异较大的参评

论文复审结果进行评议，对分学科门类或专业类别的排序进行合

理调整，投票形成本年度省优秀学位论文建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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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选委员会审定

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专家委员会审议 2019 年度论文评选工

作情况报告，审定综合评议组专家工作结果，确定 2019 年度全

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五）评选结果公示公布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示本年度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评选结果。一周后，报请省学位委员会和省教育厅审定并发文。

省学位委员会颁发获奖证书。

四、评估纪律和仲裁机制

（一）评估纪律

1.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要求，克服不正之风的干扰，省学位

办、省教育评估院与各研究生教指委将共签《规范评估责任书》，

共同遵守不弄虚作假、不接受私访、不接受馈赠、不泄露尚未公

布的评估信息、不安排与评估无关的活动“五不”规范。各培养单

位初评推荐也需按“五不”纪律严格要求。

2.省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方案呈报驻厅纪检

组。论文综合评议环节、评选专家委员会等邀请省纪委驻厅纪检

监察组或厅机关纪委派员现场监察指导。

3.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初选推荐工作方案应呈报本

单位纪检部门，工作环节应主动邀请纪检部门加强监督。

（二）仲裁机制

分级分层建立论文评选仲裁机制，对校级初评推荐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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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各培养单位负责解释；对论文复评有异议的，由各研究生

教指委负责解释；对合规审核、综合评议有异议的，由省教育评

估院负责解释；对公布的评选结果有异议的，由省学位办负责解

释。所有申诉均在 10个工作日内办结。

五、时间安排

（一）5月中旬至 6月中旬，各培养单位完成校级初评推荐

工作，并将有关材料报送省教育评估院。

（二）6月上中旬，省教育评估院编印《江苏省优秀博士硕

士学位论文复评工作指南》，印发各教指委。

（三）6月下旬，省学位办召开研究生教指委负责人和秘书

会议，省教育评估院向各研究生教指委分发参评论文。

（四）7月上旬至 8月上旬，各研究生教指委配套制订本教

指委论文复评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复评论文，分类排序。各研究

生教指委将复评结果材料报送省教育评估院，并按要求录入“江

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系统”。

（五）8月中旬，省教育评估院组织专家组进行合规审核。

组织专家组进行综合评议，形成省优秀学位论文建议名单。

（六）8月下旬，召开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专家委员会，确

定 2019年度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七）9月上旬，省学位委员会和省教育厅审定本年度省优

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并发文公布。

（八）各研究生教指委撰写质量分析报告并于 9月中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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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评估院汇总形成本年度优秀学位论文质

量报告。

六、材料报送要求

(一)参评论文报送

1.申报参评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为 PDF格式，必须与国家图书

馆的存档原文一致。若发现申报论文不属实或不符合要求，则取

消该学位论文参评资格。

2.学位论文电子版不能显示作者、培养单位、导师等身份信

息。

3.参评论文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代码 0502）外均应用中文

撰写。外国语言文学的论文若用中文以外的文字撰写，还需报送

该学位论文不少于 5000字的中文摘要。

4.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成

果，可在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后，以“附录”形式列出，学术论文

请标明期刊级别、名称、刊号、期数，以及学术论文题目、第几

作者等信息，作者姓名统一用***代替。其他研究成果须注明关

键信息。

5.每篇参评论文（PDF版本）一个文件，命名为“单位名称+

学科（专业类别）名称+论文编号+ 题目（不含副标题）”。同学

科门类或专业类别的论文按教指委归并建立若干文件夹，命名为

“单位名称+教指委名称”。每个培养单位一个电子包，内含若干

相关研究生教指委文件夹和三类参评论文推荐表、汇总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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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命名为培养单位全称。

（二）工作材料报送

1.请各培养单位将本年度本单位评选工作方案（word格式）、

公示情况(图片)、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结果汇总表

（word格式）于 5月底前上传“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

选系统”。培养单位自评的专家评审表留存备查。

2.各研究生教指委将复评入选论文 PDF 版、专家复评意见

（word 格式）、各学科门类或专业类别复评结果排序表（word

格式）于 6 月底前上传至“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系

统”。

3.表格样式请从 “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系统”

首页“下载中心”栏目中下载。

（三）项目联系

联系人：史根林、张璐。联系电话： 025-83335272、

025-83335267。通讯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省教育厅大厦

2608室；邮编：210024。省教育评估院研究生教育评估室邮箱：

fyxcz316@163.com。

附件：1.各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复评上报名额分配表

2.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

3.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及专家评审表

4.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校级推荐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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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优优优优秀秀秀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评评评评选选选选
各各各各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生生生生教教教教育育育育指指指指导导导导委委委委员员员员会会会会复复复复评评评评上上上上报报报报名名名名额额额额分分分分配配配配表表表表

（学位授予时间段：2017.9.1—2018.8.31）

备注：1.三类学位授予数合计 56255，根据各培养单位 2019 年 3月上报数统计 。

2. 博士学位论文复评上报测算数按四舍五入的原则确定，学硕学位论文与专硕学位论文

复评上报测算数因限额原因，统一按过五进一、空白补一原则确定。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

类类类类  别别别别

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学学学学硕硕硕硕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专专专专硕硕硕硕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授予

数

测算

数

复评

上报

授予

数

测算

数

复评

上报

授予

数

测算

数

复评

上报

1 哲法史学类 243 5.4 5 1443 10.8 11 1083 7.3 7

2 经济学类 52 1.2 1 737 5.5 5 357 2.4 2

3 教育学类 55 1.2 1 777 5.8 6 2351 15.8 16

4 文学类 156 3.5 4 1196 9.0 9 792 5.3 5

5 理学 1 类 399 8.9 9 1598 12.0 12 119 0.8 1

6 理学 2 类 413 9.3 9 1624 12.2 12 8 0.1 1

7 工学 1 类 433 9.7 10 2138 16.0 16 2695 18.1 18

8 工学 2 类 516 11.6 12 3672 27.5 27 4156 27.8 28

9 工学 3 类 640 14.3 14 2307 17.3 17 2428 16.3 16

10 工学 4 类 376 8.4 8 1889 14.2 14 2325 15.6 16

11 农学类 429 9.6 10 1079 8.1 8 1115 7.5 8

12 医学类 1340 30.0 30 3278 24.6 25 3371 22.6 23

13 管理学类 259 5.8 6 1776 13.3 13 4821 32.3 32

14 艺术学类 51 1.14 1 646 4.8 5 1112 7.5 7

合  计 5362 120.04 120 24160 181.1 180 26733 179.4 180

系  数 0.0224 0.0075 0.0067



—11—

附件 2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优优优优秀秀秀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推推推推荐荐荐荐表表表表

推荐单位代码 推荐单位名称

论文参评类别 论文研究类别

论文中文题目

论文英文题目

作者姓名 学位授予日期

博士

或

学硕

一级学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其它） （其它）

专硕
学位类别代码 学位类别名称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论文关键词

论  文

主  要

创新点

（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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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推  荐

意  见

1. 经学校审查，本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无学术不端
和学术失范行为。

2.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审查，该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公
开评审并全文公示。

3. 本推荐表信息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并与“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评选系统”填报的相关信息一致。

4. 经本单位组织评审，同意推荐该论文参加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评选，并承担论文及推荐材料不真实性问题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
法律责任。

特此推荐。

单位研究生院公章

年   月   日

注注注注：：：：

1.论论论论文文文文参参参参评评评评类类类类别别别别：①优秀博士学位论文，②优秀硕士学术学位论文，③优秀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2.论论论论文文文文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类类类类型型型型：①基础研究类、②应用基础研究类、 ③应用与实务研究类。

3.一一一一级级级级学学学学科科科科代代代代码码码码、、、、一一一一级级级级学学学学科科科科名名名名称称称称、、、、二二二二级级级级学学学学科科科科代代代代码码码码、、、、二二二二级级级级学学学学科科科科名名名名称称称称：均按国家 2011 版目录规范填写。

如学位论文研究属交叉学科等情况的，可在“其它”栏内填写与现有目录内相近的二级学科代码

及名称。

4.专专专专业业业业学学学学位位位位类类类类别别别别代代代代码码码码、、、、专专专专业业业业学学学学位位位位类类类类别别别别名名名名称称称称、、、、专专专专业业业业领领领领域域域域代代代代码码码码、、、、专专专专业业业业领领领领域域域域名名名名称称称称：专业学位获得者填写，

请按国家 2011版目录规范填写。如学位论文研究属交叉学科等情况的，可在“其它”栏内注明相

关领域。

5.论论论论文文文文关关关关键键键键词词词词：：：：该关键词能清晰反映参评论文涉及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方向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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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一一一、、、、优优优优秀秀秀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专专专专家家家家评评评评审审审审表表表表（（（（样样样样表表表表））））

编编编编号号号号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评评评评审审审审专专专专家家家家

指指指指标标标标 评评评评  审审审审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分分分分  值值值值 赋赋赋赋分分分分 扣扣扣扣分分分分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1.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选选选选题题题题

适适适适切切切切

（1）选题能体现对社会发展、经济建设、

文化促进和科技进步的理论推动、学术支持

与方法突破。

10

20
（2）选题能立足学科前沿，围绕国家改革

发展重大需求，聚焦理论方法创新和关键技

术突破。

10

2.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水水水水平平平平

优优优优异异异异

（1）论文能体现作者在本研究领域坚实宽

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系统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20

60

（2）论文能反映出作者在研究设计与方法、

学科理论与规律、关键技术与路径等某方面

的独创性成果。

20

（3）论文中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技术等

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较好的社会影响或经

济效益。

10

（4）攻读学位期间及论文参评申报前发表

与选题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专著或专利

发明、新技术转让等成果。

10

3.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

写写写写作作作作   

规规规规范范范范

（1）文本体例完整，重点突出，数据图表

翔实，参考文献、引用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5

20
（2）逻辑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引言简明，

论证充分，结论严谨，语言表达准确规范，

无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等问题。

15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00

备注：凡低于该单项设定分值 60%的的的的需简明说明“扣分原因”。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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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优优优优秀秀秀秀学学学学术术术术学学学学位位位位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专专专专家家家家评评评评审审审审表表表表（（（（样样样样表表表表））））

编编编编号号号号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评评评评审审审审专专专专家家家家

指指指指标标标标 评评评评  审审审审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分分分分  值值值值 赋赋赋赋分分分分 扣扣扣扣分分分分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1.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选选选选题题题题

适适适适切切切切

（1）选题能体现对社会发展、经济建设、

文化促进和科技进步的研究意义与学术价

值。

10

20
（2）选题能立足学科前沿，反映国家改革

发展需求及本专业研究重点，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

10

2.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水水水水平平平平

优优优优异异异异

（1）能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

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选题进行较为系统的

分析研究。

20

60

（2）论文成果在某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

体现出作者一定的学术研究功底和潜力。
20

（3）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创新性

和应用价值。
15

（4）攻读学位期间及论文参评申报前曾在

主流专业期刊发表与选题相关的学术论

文，或取得其它与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

5

3.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

写写写写作作作作   

规规规规范范范范

（1）文本体例完整，重点突出，数据图表

翔实，参考文献、引用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5

20（2）逻辑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引言简明，

论证充分，结论严谨，语言表达准确规范，

无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等问题。

15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00

备注：凡低于该单项设定分值 60%的需简明说明“扣分原因”。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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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优优优优秀秀秀秀专专专专业业业业学学学学位位位位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专专专专家家家家评评评评审审审审表表表表（（（（样样样样表表表表））））

编编编编号号号号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专专专专家家家家评评评评审审审审

指指指指标标标标 评评评评  审审审审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分分分分  值值值值 赋赋赋赋分分分分 扣扣扣扣分分分分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1.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选选选选题题题题

适适适适切切切切

（1）选题能立足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

具有较好的应用与研究价值。
10

20（2）选题能聚焦本领域的研究重点，致

力解决专业中的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

10

2.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水水水水平平平平

优优优优异异异异

（1）能清晰的了解并分析选题所涉及实

际问题的最新科研现状或技术水平，有自

己的独到见解。

10

60

（2）能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

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选题涉及的实际

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论证。

20

（3）研究成果在路径设计、方法创新、

成果转化和技术改造等某方面有所突破，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20

（4）研究成果已经显现或可能产生一定

的实践应用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
10

3.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

写写写写作作作作   

规规规规范范范范

（1）文体与选题适切，可以是应用研究

类、设计研发类、工程设计类、技术分析

类、标准规范类、调研报告类、项目管理

类、战略报告类等成果，文本体例符合行

业规范及专业技术要求。

5

20

（2）语言风格与文体协调，逻辑严密，

表达准确，数据真实，图表附件规范，无

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问题。

15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00

备注：凡低于该单项设定分值 60%的需简明说明“扣分原因”。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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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优优优优秀秀秀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校校校校级级级级推推推推荐荐荐荐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汇汇汇汇总总总总表表表表

一一一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校校校校级级级级初初初初评评评评推推推推荐荐荐荐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汇汇汇汇总总总总表表表表

培培培培养养养养单单单单位位位位：：：：                                   

博士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培养

单位
作者 导师姓名序

号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论文题目

注：1.论文序号请按培养单位推荐结果从从从从高高高高到到到到低低低低依次排序。

    2.本表所有信息要准确无误，与电子材料文件夹归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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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学学学学硕硕硕硕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校校校校级级级级初初初初评评评评推推推推荐荐荐荐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汇汇汇汇总总总总表表表表

学术硕士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培养

单位
作者 导师姓名序

号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论文题目

注：1.论文序号请按培养单位推荐结果从从从从高高高高到到到到低低低低依次排序。

    2.本表所有信息要准确无误，与电子材料文件夹归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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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专专专专硕硕硕硕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校校校校级级级级初初初初评评评评推推推推荐荐荐荐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汇汇汇汇总总总总表表表表

培培培培养养养养单单单单位位位位：：：：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培养

单位
作者

导师姓名

（校内/校外序

号

学科

门类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及名称

专业领域

代码

及名称

论文题目

注：1.论文序号请按培养单位推荐结果从从从从高高高高到到到到低低低低依次排序。

    2.本表所有信息要准确无误，与电子材料文件夹归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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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优优优优秀秀秀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复复复复评评评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排排排排序序序序表表表表

一一一一、、、、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复复复复评评评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排排排排序序序序表表表表

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类类类类别别别别：：：：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的的的的复复复复评评评评上上上上报报报报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限限限限额额额额数数数数：：：：       篇篇篇篇

博士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培养

单位
作者

论

文

均

分

1.选题

（均分）

2.研究

（均分）

3.文本

（均分）

导师姓名
序

号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论文题目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注：1.“均分”分别以每篇论文的所有评审专家赋分的总分合计平均，分值可保留至小数点后 1 位。

    2.论文序号请按每篇“论文均分”从从从从高高高高到到到到低低低低依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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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学学学学硕硕硕硕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复复复复评评评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排排排排序序序序表表表表

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类类类类别别别别：：：：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的的的的复复复复评评评评上上上上报报报报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限限限限额额额额数数数数：：：：       篇篇篇篇

学硕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培养

单位
作者

论

文

均

分

1.选题

（均分）

2.研究

（均分）

3.文本

（均分）

导师姓名
序

号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及名称

论文题目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注：1.“均分”分别以每篇论文的所有评审专家赋分的总分合计平均，分值可保留至小数点后 1 位。

    2.论文序号请按每篇“论文均分”从从从从高高高高到到到到低低低低依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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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专专专专硕硕硕硕学学学学位位位位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复复复复评评评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排排排排序序序序表表表表

教教教教指指指指委委委委类类类类别别别别：：：：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的的的的复复复复评评评评上上上上报报报报论论论论文文文文限限限限额额额额数数数数：：：：       篇篇篇篇

专硕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培养

单位
作者

论

文

均

分

1.选题

（均分）

2.研究

（均分）

3.文本

（均分）
导师姓名

（校内/校外）序

号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及名称

专业领域

代码

及名称

论文题目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注：1.“均分”分别以每篇论文的所有评审专家赋分的总分合计平均，分值可保留至小数点后 1 位。

2.论文序号请按每篇“论文均分”从从从从高高高高到到到到低低低低依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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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5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