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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2017 年第 2 期（总第 2 期） 

主办：研究生院                     
 

【工作动态】 

★  2017年研招复试录取工作圆满结束， 

共录取硕士研究生 86 人，博士研究生 11人 

截至 6 月 16 日，2017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圆满结束。

一、六、九院 16家培养单位共计录取硕士研究生 86 人，其中推

免生 27 人、一志愿考生 22 人、调剂考生 37 人；录取博士研究

生 11 人。 

为促进研究生教育规范管理，教育部办公厅自 2017 年起统

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这间接影响到一院 2017

年研究生调剂工作。针对此情况,根据《教育部 2017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北京市 2017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

作会议要求,按照‚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

缺毋滥‛的原则，研究生院制定了规范严谨的复试（调剂）录取

工作方案，加强复试（调剂）管理，规范录取流程，坚持信息公

开，确保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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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届毕业生答辩工作顺利结束，共有 8名博士毕业生、 

89 名硕士毕业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 

截至 6 月 15 日，2017 届 8名博士毕业生、89名硕士毕业生

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研究生院根据各培养单位上报答辩

证明为毕业生开具毕业证明，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管理制度，为毕业生办理好学历注册工作。 

为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恪守科研和学术规范，2017 年，

研究生院正式启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

统‛作为学位论文查重工作的重要手段，共有 72 篇非密论文

参加查重达到合格标准后进行论文评阅和答辩工作。自 2017

年起，学位论文查重将作为常规工作固化到毕业生学位审核流

程中。 

此外，为切实保障一院学位论文质量及学位授予质量，共有

13 家培养单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 号）

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规

定》（院人[2016]1486 号）要求，组织导师及毕业生开展学位论

文预答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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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院学位授权点评估第三阶段工作正紧张进行， 

“机械工程”等学位授权点完成专家评议工作 

一院学位授权点评估第三阶段工作正紧张进行，各学位授权

点自评估工作已全面展开。本阶段工作中研究生院组织各学位授

权点（负责单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办法》、《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及《一院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等文件要求编写自评估报告，完善自评估报

告支撑材料，并督促各学位授权点（负责单位）在与评审专家充

分沟通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到现场通过听取总体汇报、与师生和

管理人员座谈、查阅有关资料、考察科研环境等手段，全面评估

学位授权点工作情况，并对各学位授权点工作提出诊断式评议意

见、指出不足并给出改进建议。 

截至 6 月 22 日，‚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学位

授权点专家现场会议评议已完成；‚控制科学与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学位授权点通讯评议

已完成，会议评议未完成；‚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材料

科学与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工程力学‛学位授权

点计划在 6 月 28 日至 7 月 10 日组织专家会议评议工作；‚制

冷及低温工程‛学位授权点自评估材料计划在 6 月 26 日发至专

家进行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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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估工作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学科（专业）名称 负责单位 自评估工作进度 

1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一部 计划 6月 29日会议评议 

2 控制科学与工程 13所 
通讯评议已完成 

会议评议未完成 

3 机械工程 18所 会议评议已完成 

4 仪器科学与技术 704所 会议评议已完成 

5 材料科学与工程 703所 计划 6月 29日会议评议 

6 电子科学与技术 772所 
通讯评议已完成 

会议评议未完成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所 
通讯评议已完成 

会议评议未完成 

8 兵器科学与技术 15所 计划 6月 28日会议评议 

9 工程力学 702所 计划 7月 10日会议评议 

10 制冷及低温工程 101所 
计划 6月 26日将自评估材料

发至专家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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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播报】 

★  一院 2018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正式启动 

5 月 23 日，一院 2018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正式启动。本

次研招宣传工作依托一院建院 60 周年‚青春、火箭、梦想‛大

型校园宣讲活动展开，已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985 高校‛开展 9 场研招宣讲会，宣

传一院研究生招生培养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 450份。 

2017年，一院共招收推免生 27人，较 2015、2016年同比增

长 23%。2018年，一院将继续实施优质生源工程，加大推免生招

生宣传力度与招生比例，通过校园宣讲、微信推送、学生传递等

多种方式，聚焦优质生源，提高招生质量。日前，研究生院已与

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组织‚推免

生暑期进一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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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作品提交已截止，

一院首次参赛，共上交两组设计作品 

‚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是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

系列大赛中较重要的一项赛事，本届大赛主要围绕‚航空器设

计‛、‚航天器设计‛、‚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与分系统设计‛、

‚其他创新型飞行器设计‛、‚航空航天分系统设计及飞行任务

设计‛等六个主题展开。 

2017年，研究生院首次组织一院自培研究生参赛。经过赛事

宣讲、自由组队和作品设计等环节，一院共上交两组设计作品至

大赛主办方，作品名称分别是‚‘瘦身计划’—基于 LED 可见光

通信的无缆化航天运载器‛与‚‘倪克斯’多模智能飞行器‛。 

6 月 7 日下午，研究生院邀请一院一部潘忠文副总师对两组

参赛队伍的设计作品进行专项指导。潘总在听取参赛小组的汇报

后，针对作品设计的特点与不足，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供稿/供图 一部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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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星星的孩子”—研究生会与孤独症的孩子们在一起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或孤独性障碍等，人们通常把患有这种疾

病的孩子称为‚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就像星星一样，在广袤

的夜空中独自闪烁。 

 4 月 15 日下午，一院研究生会的志愿者同学们前往海淀区

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用行动带给孤独症孩子们温暖。志

愿者们陪着孩子们一遍遍练习着《同一首歌》和《北京欢迎你》

等歌曲，还带领孩子们一起做一些简单的小游戏，力所能及地让

孩子们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真诚的爱与关心。 

通过走近‚星星的孩子‛，志愿者们发现孩子们的内心与我

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由于发病损伤大脑形成‚乖张孤僻‛

的表象，影响到自身与社会生活。而这正是研究生会志愿者志愿

服务的意义所在，帮助孩子们打开封闭已久的内心世界，重新学

会照顾自己，融入家庭，早日恢复健康。 

（供稿/供图 研究生会 邢宏健 吴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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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航天科研机构联合篮球赛圆满结束， 

一院代表队勇夺第二 

5 月 3 日至 6月 11 日，为加强航天各兄弟院间的沟通交流，

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一院研究生院联合二

院、五院精心策划、共同举办了首届航天科研机构联合篮球赛。

篮球赛由一院主办，负责制定比赛规则与计分标准；二院、五院

协办，负责提供场地等比赛设施。 

篮球赛分为男生对抗赛和女生投篮赛两部分，其中男生对抗

赛采取三院循环对抗计分的赛制，经过九场激烈比拼决定胜负；

女生投篮赛采取规定时间内计算投篮数量的方式来计分。最终，

经过激烈的比拼对抗和精彩投篮，二院代表队摘得首届航天科研

机构联合篮球赛的桂冠，一院勇夺第二，五院稳得第三。 

本次篮球赛的举办丰富了研究生的业余生活，也促进了各院

研究生同学间的沟通交流，为后续兄弟院间组织更多精彩活动打

下良好基础。 

（供稿/供图 研究生会 邢宏健 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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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之声】 

★  研究发展中心首次组织学位论文预答辩会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研发中心研究生培养，保证学位论文质量

及答辩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

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定》（院人[2016]1486 号）要求，2017

年研发中心首次组织召开自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会。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研发中心根据 2014 级 2 名硕士研究

生课题方向的特点和保密要求，组织了 2 场预答辩会，预答辩委

员会委员均为研发中心相关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们对毕业生学位

论文的创新水平、创新成果以及论文工作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审

核，并提出了详实细致的改进建议。经过严肃的讨论，预答辩委

员会同意 2篇涉密学位论文在修改后申请评阅及答辩。 

（供稿 研发中心 郑舒杨） 

★  十八所组织召开机械工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汇报会 

6 月 20 日，18 所组织召开了机械工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汇报会。会议由机械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朱成林所长

主持，参会专家组成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付永领教授、北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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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张百海教授、浙江大学徐兵教授、清华大学朱纪洪教授以

及十八所黄玉平研究员、赵守军研究员，此外还有部分导师代表

和毕业生代表参会。 

汇报会上，首先，由赵守军研究员作为代表从培养目标与标

准、学科方向、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等九个方

面汇报了机械工程学位授权点建设总体情况；随后，专家组成员

查阅了 2012-2017 年间研究生教育工作档案，并与参会导师代表

和毕业生代表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交流；最后，各位专家对照一

院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打分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供稿/供图 18所 张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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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术武器事业部召开自培研究生培养工作座谈会 

4 月 18 日，战术武器事业部组织召开首次自培研究生培养工

作座谈会。王洪波主任主持本次会议，赵长见副主任、部分研究

生导师助理、有关研究室领导及 2011-2015 级自培研究生参会。 

座谈会围绕自培研究生与高校毕业生之间的优劣势分析、事

业部自培研究生招生规模评估标准、自培研究生培养工作认识与

心得、自培研究生自我学习与提升等多个方面展开，王洪波主任、

导师助理与自培研究生等参会人员分别作了讲话与发言。最后，

赵长见副主任作会议总结，从选拔标准、研究生主管职责、研究

生保障、因材施教和个人主动性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并

要求后续围绕研究生定位、管理模式改进、条件保障等三个方面

完善自培研究生培养的长效机制。 

（供稿 战术武器事业部 姜涛） 

 ★ 13 所举办“继承和弘扬航天精神”读书交流会 

5 月 14 日下午，13 所举办‚继承和弘扬航天精神‛读书交

流会。交流会由 2016 级自培研究生屈子琪主持，2016 级全体研

究生、2017级新生代表及人力资源处郭锡涛、王兴共同参加了此

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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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上，屈子琪、高荣荣、魏东辰等 12 名研究生解读了

诸如《百年航天》、《陆元九传》等多本有关世界与中国航天史、

老一辈航天人光辉事迹的书籍，分享了自己对于航天精神、航天

事业的理解和感悟。读书交流会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持续了四

个多小时，极大的激发了研究生们的读书热情，树立了良好的读

书观。 

最后，在场人员投票选出魏东辰和赵博远为优秀读书人，两

位研究生获赠王巍院士亲笔签名的《光纤陀螺惯性系统》、《干

涉型光纤陀螺仪技术》和《干涉型光纤传感用光电子期间技术》

等专业书籍以资鼓励。 

（供稿/供图 13所 李淑玲 夏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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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事】 

★ 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1月 17日，为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

全面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

据党中央的总体要求和国务院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总

体部署，印发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教

研[2017]1 号，以下简称《规划》），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及相关

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指出，要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更加突出培养模式转变，更加突出体制机制创新，更

加突出结构调整优化，更加突出调动各方资源参与研究生教育的

积极性，更加突出对外开放，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

挥关键支撑作用。 

《规划》要求，把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作为发展主线。面向

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教育现代化，全

面提高研究生教育的结构适应性、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

和社会服务能力，切实将学位授予单位的发展重点引导到提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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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内涵发展上来。 

《规划》指出，把寓教于研、激励创新作为根本要求。遵循

研究生教育规律，突出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把促进研究生成才成长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提倡开放合作和个性化培养，充分激发研究生从

事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 

《规划》强调，到 2020 年，实现研究生教育向服务需求、

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型，基本形成结构优化、满足需求、立

足国内、各方资源充分参与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国际

影响力显著增强，建成亚太区域研究生教育中心，为建设研究生

教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要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统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建成一批中国

特色、国际一流的研究生培养基地。 

★ 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2 月 4 日，为及时反映中央新精神新理念新要求、适应高校

教育与管理新变化新发展的需求、改进原有 21 号令存在不完善

的方面，教育部正式对社会公布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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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以下简称《规定》），且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 

《规定》共 7章 68 条，相比 21号令有两处比较大的新增内

容，即在第三章增加‚学业证书管理‛一节，新增第六章‚学生

申诉‛一章。 

《规定》强调要完善学习制度、培养创新人才。其中在第三

章用一章、七节、三十一条规定对学生从入学注册、教育教学、

成绩考核与记载、升留降级、重修、休学复学、转学退学、奖励

处分、毕业结业等学籍管理全过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学生创

新创业提供制度支持。 

《规定》指出要健全奖惩制度、保障教育公平。遵循法治原

则，对学生处分和申诉程序作了全面修订和完善。增加了对学生

受益权利的管理，要求学校建立公开、公平的程序和规定，建立

和完善相应的选拔、公示等制度；增加了对不诚信行为情形的处

分、处分决定书的内容、对学生处分的期限，调整了处理、处分

的决策机构、明确了处分的送达方式等各环节要求。 

《规定》强调要加强程序建设、完善申诉制度。新增‚学

生申诉‛一章，完善申诉制度和程序，明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在申诉制度中的职责。要求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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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校‚制定学生申诉的具体办法,健全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

组成与工作规则，提供必要条件，保证其能够客观、公正地履

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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