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1985 年制订，2003 年 5 月修订，2011 年 5 月再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国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

则。  

第二条 有关部门应以“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公正合理、

保证质量”为指导思想，按照本细则的具体规定，认真做好

学位授予工作。  

第三条 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须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本校授予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专业学位硕士按

专业学位类别授予，其他则按学科门类授予。  

第四条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符合授位条件者，均可依据本细则之规定申请相应学位。  

第二章 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五条 学校设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各学院

（中心）设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第六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十五至二十九人组成，任期

三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原则上从本校教授或相当职称

的教学、科研人员及学校领导人员中遴选产生。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至三人，主席

应由学校主要负责人担任。  

第七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1.审定通过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名单；  

2.审定学校有关学位工作的规章、制度等文件；  

3.审批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的硕士、博士学位申请

人名单；  

4.审查批准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5.作出授予或不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  

6.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决定；  

7.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8.审查通过申报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及博士导师名单；  

9.研究和处理有关授予学位的各项争议和其他事项。  

第八条 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各分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任期三年。分委员会成员

中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各分委员会成员人

选由各学院（中心)提名，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  

分委员会主席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无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成员的分委员会，主席从分委会委员中任命)。

分委员会设专职或兼职秘书一人，处理日常事务。  

分委员会主要协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对本章第七

条各项工作提出审议意见或建议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讨论通过。  

第九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各分委员会在达到全体委

员的三分之二时方可开会。会议作出决定时，以无记名投票

方式或决议方式进行，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方能有效。  

第十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设于研究生部，负责处

理日常工作。  

第三章 学士学位  

第十一条 本科毕业学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

位：  

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



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遵守学术

道德与规范；  

2．完成教学计划（含双学士学位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全

部课程，成绩（含大学外语综合成绩）符合本规定要求，较

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

有从事科研工作或独立承担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初步能力；  

3．未受过留校察看处分；  

4．考试及其它学术活动诚实守信，无作弊记录。  

第十二条 未达最长学制年限的本科毕业生，有下列情况

之一暂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含双学士学位，以下简称双学位）；

在最长学制年限结束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科毕业生，不

能授予学士学位（含双学位）：  

1．根据学分绩点计算，主修专业的课程（或双学位课程）

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1.5 分（不含 1.5 分）；  

2．英语专业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未达 60 分者，

非英语专业大学外语综合成绩未达 60 分者（其中大学外语

等级考试成绩涉外专业以全国大学外语六级考试成绩为计

算依据，非涉外专业以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为计算依



据，各专业纳入大学外语综合成绩计算的课程以专业培养方

案为准）；  

大学外语综合成绩计算方法为以下方法之一：  

（1）大学外语等级考试为 710 分制：  

大学外语综合成绩＝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大学外语课程平

均成绩×60%＋大学四级（或六级）成绩÷7.1×40%  

（2）大学外语等级考试为 100 分制：  

大学外语综合成绩＝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大学外语课程平

均成绩×60%＋大学四级（或六级）成绩×40%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亦可提出学士学位申请：  

1．因第十二条第 1、2 款暂未取得学士学位证书的毕业

学生，在最长学制年限内补修相应课程学分后，符合本细则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者；  

2．已满基本学制年限而未修满主修专业的规定学分（含

毕业论文／设计及答辩成绩不合格），在最长学制年限内补

修相应课程学分后，符合本细则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者。  

第十四条 受记过处分者，本人在受到处分后，认识错误

深刻，确有改正表现的，可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院考核



并签署意见，报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考核评审，提出建议

意见，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第四章 硕士学位  

第十五条 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完成本专业培养

方案中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学位必修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选修课程考试成绩及格，取得学位课程的学分和总学分。  

硕士学位课程考试科目包括：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必修)课；  

3．外国语；  

4. 学校要求的其他科目。  

第十六条 硕士学位论文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应由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导师指导

下独立完成。  

2．硕士学位论文正文字数应在三万字左右。论文摘要一

千字左右。  



3．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有明确目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因此，所选题目

应对发展经济科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建设

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4．硕士学位论文内容一般应包括：内容摘要、目录、声

明、前言、正文、参考文献、后记、致谢等几个要件。  

5．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的见解，以表明

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第十七条 硕士学位申请人必须达到本校研究生培养方

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

合格，达到以下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硕士学位：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具有从事教学、科研或独立承担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能

力；  

4．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第十八条 专业学位硕士授予条件依据本工作细则执行，

如果各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有特殊规定的，则按特

殊规定执行。  

第五章 博士学位  

第十九条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完成本专业培养

方案中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学位必修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选修课程考试成绩及格，取得学位课程的学分和总学分。  

博士学位课程考试科目包括：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必修课和专业方向)课；  

3．外国语；  

4. 学校要求的其他科目。  

第二十条 博士学位论文要求  

1．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可参照本章第十六条有关

规定办理；  

2．博士学位论文应对研究的课题有创造性的见解。  



3．博士学位论文正文字数应不低于 8 万字，论文摘要

3000 字左右。  

第二十一条 博士学位申请人必须达到本校研究生培养

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

绩合格，并达到以下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博士学位：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  

3．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4．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造性的成果；  

5．第一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

一定的写作能力(能写作一般的专业文章)。  

第六章 硕士、博士学位申请手续  

第二十二条 申请硕士和博士学位。  

研究生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必须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

(计划)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和要求，成绩合格，取得学分，

并完成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经导师审阅认可后，由本人申请(填写《学位申

请书》)并经导师推荐，由系(研究所)和学院（中心）审查，

符合答辩要求的，报经学位办审批后方可聘请论文评阅人和

组织论文答辩。  

第七章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评阅  

第二十三条 硕士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后，指导教师应在

半个月内审查完毕，写出详细评语。经系(研究所)和学院（中

心）审查，认为符合答辩要求的，方可聘请论文评阅人。论

文评阅以双盲方式进行。  

答辩前，由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名，经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聘请两位与论文有关的教授、副

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外校至少一位)评阅论文。评阅人应

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并提出可否提交答辩的意见。

对学术评语要密封传递，注意保密。  

第二十四条 博士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后，指导教师应在

一个月内审查完毕，写出详细学术评语。经系(研究所)和学

院（中心）审查，认为符合答辩要求的，方可聘请论文评阅

人，论文评阅实行双盲方式评阅。  

博士学位论文的全文或详细摘要应在答辩前三个月印送

有关单位和专家，广泛征求同行评议意见，并由校学位办和



所在学院（中心）分别聘请三名、两名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

担任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评阅人应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

评语，并提出可否提交答辩的意见。五名评阅专家有两人认

为未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申请人需对论文进行修改，重新

申请评阅。答辩前，导师的评语和评阅人的姓名、评语应严

格保密，评语应密封传递。  

第八章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第二十五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三至五名教授、

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一名外单位专家。

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答

辩委员会名单由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并报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答辩委员会应设秘书一人。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设主席一人。

委员应当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其中校外专家必须在两

名以上。答辩委员会名单由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提出并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  

研究生提前完成所有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学分，中

期考评合格，完成社会实践，可申请提前答辩；硕士生不能

按时参加答辩者，经申请批准可在半年内延期答辩；学位论

文答辩未获得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三个月后半



年内经过修改后申请重新答辩一次。博士生不能按时参加答

辩者，经申请批准可在一年内延期；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

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半年后一年内修改论文后申请重新

答辩一次。提前答辩应报校学位办审批，延期答辩及重新答

辩报校学位办备案。  

第二十六条 答辩工作应在研究生提交论文后两个月(博

士生三个月)内进行完毕。  

答辩委员会应贯彻“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

公正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答辩要发扬民主，

以公开方式进行。对于是否建议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由答

辩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决议经主席签名后，报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凡不通过者，学位分委员会一般不进行审核。  

第二十七条 学位论文答辩以公开方式举行。  

第九章 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第二十八条 学位论文答辩后，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在作出授予学位的建议时，应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作出授予学位的决定时，必须召开

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或决议方式进行。以上会议投



票或决议结果，均应是出席会议成员的三分之二，并达到全

体成员的半数或以上方为有效。  

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  

1．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坚

持不改的；  

2．考试作弊或在论文工作、科学研究工作中弄虚作假、

剽窃他人成果的；  

3．受留校察看处分者；  

4．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不得授予学位的情形。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亦可提出申请硕

士、博士学位，由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议：  

1．因学分绩点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在最长学制年限内

补修相应课程学分后，符合相应学位授予规定者；  

2．因论文评阅或答辩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在最长学制

年限内论文修改或答辩达到要求后，符合相应学位授予规定

者。  



第三十条 受记过处分者，本人在受到处分后，认识错误

深刻，确有改正表现，可由学生本人申请，学院考核并签署

意见，报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考核评审，提出建议意见，

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第十章 名誉博士学位  

第三十一条 关于名誉博士学位的授予，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14 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校外非学位授予单位  

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  

第三十二条 关于向我校申请硕士学位的校外非学位授

予单位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工作，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12 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授予外国留学生学位  

第三十三条 授予外国留学生学位，按照教育部《高等学

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和《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学位的外国

留学生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三章 学位授予异议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学位授予的结果有异议者，按照《西南财

经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处理规定（试行）》提出申诉。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1 年 6 月起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解释权归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