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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2022 学年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检工作的通知 

 

各学部、专业（系）：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

知》（国教督办函〔2022〕23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度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鄂教研函〔2022〕2号）以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抽检办法》（教督〔2020〕5号）等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 2021-2022学年度毕业设计

（论文）抽检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各学部要高度重视抽检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根据《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校教〔2017〕8号）以及结

合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对毕业设计（论文）的相关要求，对 2021-2022学年度（2021

年 9月 1日至 2022 年 8月 31日）已授予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论文资料（纸质版及电

子版）进行全面复查，对该范围内的毕业设计（论文）信息进行补充，同时报送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原文电子版。 

二、抽检原文上报范围 

以学位授予报送系统中本科授予信息为准。符合国家涉密规定论文可不上报。 

三、抽检方式与比例 

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由主管部门对本科论文按学科门类随机抽检

并组织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抽检比例不低于 2%。 

四、工作流程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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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指导老师是毕业设计（论文）的第一责任人，对所指导的论文承担全部责任。

每位教师于 8月 22 日之前再次认真检查自己所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8月 29 日前

向各系提交论文补充信息以及报送论文原文。 

2. 各专业（系）负责审查、汇总等工作，保证数据统计的一致性和正确性，有条

件的专业（系）可以自行开展抽检工作。各专业（系）于 8月 31日之前完成审查工作。 

3. 学部是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工作的主体。学部要不断推动毕业设计（论文）

质量体系建设，以评估为契机，完善论文管理工作机制，夯实工作基础，增强管理实效，

同时要明确抽检工作的主管领导以及责任人，选派专人负责本科毕业设计信息补入、原

文报送、专家推荐和专家信息报送等工作。9月 13日前完成抽检和报送工作。 

五、材料报送说明 

1. 学部将抽检工作信息报送人于 8 月 15日前报教务处。 

2. 学部填写《全国本科毕业论文信息补充表及论文原文报送信息汇总表》（表格8

月20日平台开通后下发），收集2021-2022学年度本科毕业生论文原文，论文可不匿名，

电子版内容应包括论文的全部内容：封面页、目录、独创性声明、摘要及关键词（中英

文）、正文、参考文献等。电子版的排版应符合毕业设计（论文）统一规范的要求。文

件格式为PDF，报送论文文件命名为：学年度（2122）_省市代码（湖北省42）_单位代

码（文华学院13262）_专业代码_学号_论文类型（LW/BS）_序号.文件后缀。LW指毕业论

文，BS指毕业设计。如：通信工程专业某学生，通信工程专业代码：080703，学生学号：

180741010040，则文件命名为：2122_42_13262_080703_180741010040_BS_001.pdf。论

文文件命名需与信息汇总表中“论文原文及其他材料名称”完全一致。各学部指定专人

于9月13日前登录“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平台”完成报送。 

3.各学部完成补充论文信息和原文报送后，填写《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

报送确认单》（后续教务群通知）由学部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教务处。 

4. 本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专业水平高，

愿意承担抽检任务且年龄不超过 65 岁的教师都可以报送为抽检专家。原则上学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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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所有老师。专家报送表格另行通知。9 月 13 日前将相关信息报教务处实践

办刘老师，qq邮箱：19403214@qq.com。 

六、其他说明 

1. 建议各学部将本次抽检结果作为年终考核依据之一；对出现论文质量较差，抽

检结果出问题的专业、指导教师，须提交整改报告，并记入重点检查名单。 

2. 因教育督导局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 8月 20 日开放，相关未尽事宜将

在教务群补充通知。 

   

附件：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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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中心函〔2022〕4号 

 

关于做好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抽检信息平台和专家库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 

根据《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

（国教督办函〔2022〕23 号），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中心（以下简称学位中心）负责建设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

检信息平台（以下简称抽检信息平台）和专家库，协助各地

做好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以下简称本科毕业论文）抽

检，请各地做好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抽检信息平台 

抽检信息平台（网址：https://xscj.cdgdc.edu.cn）是受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督导办）委托，由学

位中心建设、供各地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的信息平台。

其主要功能包括：导入上一学年度学位授予补充信息和全部

本科毕业论文原文、随机抽取抽检名单、开展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可选，尚在开发过程中）、组织专家通讯评议并确定问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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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论文清单等。各地和各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的用户

操作手册可在抽检信息平台中查看下载。 

（一）工作程序 

各地每年通过抽检信息平台开展抽检工作，按照信息报

送、名单抽取和通讯评议的程序进行。 

1.信息报送。各地在抽检信息平台已有学士学位授予信

息数据的基础上，组织本地各高校完成本科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和撰写语种等抽检信息一键导入和本科毕业论文

原文报送。 

2.名单抽取。各地通过抽检信息平台完成年度本科毕业

论文抽检名单抽取，形成年度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名单。 

3.通讯评议。各地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 年版）》学科门类分别制定本科毕业论文抽检评议要

素，形成评阅书，在抽检信息平台自主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

检通讯评议工作，自主监控评议流程和下载年度抽检通讯评

议结果。 

（二）工作职责 

1.各地通过抽检信息平台，负责完成抽检信息补充、本

科毕业论文原文报送、抽检论文名单抽取和通讯评议工作。 

2.各地负责组织本地各高校按抽检信息平台要求，按时

完成抽检信息补充、本科毕业论文原文报送工作。 

3.各地要高度重视，确定人员和职责。各地负责人须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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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抽检信息平台操作流程、组织完成本地的信息报送、名单

抽取和通讯评议等工作。 

二、 专家库 

专家信息管理系统（网址：https://zjxt.cdgdc.edu.cn）是受

督导办委托，由学位中心负责、与各地共建共享的本科毕业

论文抽检专家库。其主要功能包括：各高校抽检专家推荐与

信息报送、专家信息动态更新等。《专家信息管理系统（本科

上报）操作指南》可在专家信息管理系统中查看下载。 

（一）工作程序 

各地通过专家信息管理系统组织本地各高校开展专家

库建设工作，按照专家推荐和信息报送、信息更新的程序进

行。 

1.专家推荐和信息报送。各地组织本地各高校每年定期

按要求做好专家推荐和信息报送，所推荐的专家应政治立场

坚定、作风正派，属本校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愿意承担

抽检工作，年龄不超过 65 岁。原则上，高校应推荐本校符合

条件的全部专家。 

2.专家信息更新。专家库实行动态更新机制，各地要督

促本地区各高校及时更新专家信息，包括增补入库专家，修

改完善在库专家信息，以及对因出现师德师风问题等不适宜

继续承担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的专家，及时调整出库。 

（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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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地负责监督本地各高校每年按要求定期完成专家推

荐和信息报送、专家信息更新工作。 

2.各地要高度重视，确定人员和职责。各地须确保本地

各高校指定专人负责专家库建设工作，熟悉专家信息管理系

统操作流程、按时按要求完成专家推荐和信息报送、专家信

息更新工作。 

三、 其它 

（一）工作方式 

学位中心将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工作

QQ 群（群号：340653519）和“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专

家库报送”工作 QQ 群（群号：344215807）与各地、各高校

进行工作沟通与协调。请各地联系人和各高校论文信息报送

人员加入“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工作 QQ 群，各

高校专家信息报送人员加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专家

库报送”工作QQ群（上述相关人员信息登记表见附件 1~3）。

抽检信息平台和专家信息管理系统的登录账号通知、使用培

训、相关技术支持等工作将通过工作群开展。 

（二）时间安排 

抽检信息平台定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开通，请各地根据

各自工作安排，在抽检信息平台上选择本地区报送时段，组

织本省（市、自治区、兵团）各高校在选定时段内完成报送

工作。全部省份（市、自治区、兵团）应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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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度（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本

科毕业论文信息补充及论文原文报送工作。此后各地应于每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上一学年度的抽检信息补充和本科毕业

论文原文报送工作。 

专家信息管理系统定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开通，请各地

组织本地各高校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本次专家推荐

和信息报送工作。此后专家推荐和信息报送工作与全国研究

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更新与报送工作同步开展。 

（三）联系方式 

1.抽检信息平台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利锋、陈剑、李恒金 

联系电话：010-82378195；010-82378022 

电子邮箱：xscj@cdgdc.edu.cn 

工作 QQ 群号：340653519 

2.专家库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波、王金恒 

联系电话：010-82378250；010-82378713 

电子邮箱：wangjh@cdgdc.edu.cn 

工作 QQ 群号：34421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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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级联系人信息登记表 

2. 高校联系人信息登记表_论文信息报送 

3. 高校联系人信息登记表_专家信息报送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22 年 7 月 26 日 

 

 

 

 

 

 

 

 

 

 

 

 

抄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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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校联系人信息登记表_论文信息报送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 

学位授予单位

代码 

所在省（市、

自治区、兵

团） 

省（市、自治

区、兵团）代

码 

联系人姓名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 

通讯地址 

办公电话 微信 

移动电话 QQ 号码 

电子邮箱 

公  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所指联系人是指负责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实际操作

人员。 

2.请各联系人及时加入 QQ 群，群号：340653519。并修改本人群名片，格式

为：单位代码+单位名称+姓名，如：北京大学李四，则群名片为：10001 北京大

学李四。 

3.请将上表加盖部门公章后，扫描成 PDF 格式文件，通过 QQ 发送至学位中

心群管理员存档，PDF 文件名格式为：单位代码+单位全称+姓名，如：北京大学，

则 PDF 文件名为：10001 北京大学李四.PDF。各联系人须及时登录抽检信息平

台录入、保存联系人信息。 

4.本表可在抽检信息平台登录首页公告栏及 QQ 群文件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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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校联系人信息登记表_专家信息报送

学位授予单位所

在省市代码 

学位授予单位所

在省市名称 

学位授予单位代

码 

学位授予单位名

称 

联系人姓名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 

通信地址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QQ 号码 

电子邮箱 

公  章 

年   月   日 

注： 

1.请各单位联系人及时加入 QQ 群，群号：344215807。并修改本人群名片，

格式为：单位代码+单位简称+姓名，如：北京大学高嵩，则群名片为：10001 北

大高嵩。 

2.请将上表加盖公章后，扫描成 JPG 图片格式文件，通过 QQ 发送至学位中

心群管理员存档，图片文件名格式为：单位代码+单位全称+姓名，如：北京大学，

则文件名为：10001 北京大学高嵩.JPG。  

3.学位中心凭此文件发放专家系统注册邀请码。

4.本表可在 QQ 群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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