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教务处〔2020〕33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迎接 2020 年度高职高专院校
学生毕业设计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职高专院校学生

毕业设计抽查的通知》要求，2020 年度毕业设计抽查以检查各

校毕业设计工作方案和落实情况为主，主要评价毕业设计工作方

案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完整性，并通过抽查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

成果，以评价学校毕业设计工作方案的落实情况。省厅定于 2020

年 9 月上旬开展 2020 年度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依

据评价指标（见附表 1）进行考核。 

根据学院《学生毕业设计管理办法（修订）》和 8 月 20 日教

务处《关于毕业设计抽查工作的通知》等要求，截至 9 月 1 日，

安全工程学院、安全保障学院和机电信息学院学生毕业设计资料

尚未提交。且部分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存在资料不全等问题（见附

表 2-4）。 

毕业设计抽查结果是评价学校办学水平、专业建设水平、人

才培养质量、教师业绩以及学校绩效的重要指标。请各二级学院

高度重视，于 9 月 4 日 12:00 之前，完善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将



学生毕业设计资料交至教务处邮箱：jwc14025@qq.com。 

 

 

教务处 

2020 年 9 月 2 日 

mailto:jwc14025@qq.com


 

 

附表 1 

湖南省教育厅学生毕业设计工作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重（%） 

1.管理机

制 

1.1 管理机构 
有明确的毕业设计管理机构，并确定了各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统筹、协调、组织、实施、考核和

监督分工明确。 

5 

1.2 管理制度 

制订了毕业设计工作的相关管理制度，对毕业设计工作安排、毕业设计任务分配、指导教师配备、

毕业设计教学组织、毕业设计成果要求、毕业设计成果考核做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毕业设计工作

问责机制。 

10 

1.3 相关标准 
毕业设计作为必修课列入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各专业制订了相应毕业设计标准，对毕业设计课

题选择、实施流程和技术规范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5 

2.组织实

施 

2.1 工作布置 实施部门制定了详细的毕业设计工作方案，对院（系）毕业设计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布置。 5 

2.2 教师配备 
配备了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的指导教师队伍，指导教师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每位教师指导

学生数不超过15人；探索了毕业设计“双导师”制。 

5 

2.3 任务下达 
指导教师给每位学生下达了毕业设计任务，同一选题不超过3名学生同时使用，学生独立完成设计任

务；毕业设计选题每年更新30%左右，每4年全部更新一次。 

10 

2.4 教学组织 
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选题、制定工作计划、开展毕业设计、形成毕业设计成果、参

加毕业设计答辩等；毕业设计指导记录完整，指导过程真实有效。 

10 

2.5 考核评价 毕业设计成果评价、答辩评价等环节规范实施，有评价记录，评价结果客观。 10 

3.质量监

控 

3.1 监控运行 学校制定了毕业设计质量监控标准，开展了毕业设计抽查工作。 5 

3.2 毕业设计成果质量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普遍较高，未发现任何形式的剽窃与抄袭。 30 

3.3 结果运用 学校将毕业设计质量抽查结果与部门工作及教师个人考核挂钩。 5 



 

 

 

附表 2 

安全工程学院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情况汇总表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存在问题 

煤矿开采技术 201702300046 白玛旺修 马伟东 毕业设计链接无法访问 

煤矿开采技术 201702300050 珠扎 马伟东 毕业设计链接无法访问 

煤矿开采技术 201702300051 白玛扎西 马伟东 毕业设计链接无法访问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安全

技术方向) 
201701300259 扎西顿珠 马伟东 毕业设计链接地址有误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安全

技术方向) 
201701300275 曲尼桑姆 马伟东 毕业设计链接无法访问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安全

技术方向) 
201601300352 龙  云  

1.无毕业设计链接 

2.未标明指导教师 



 

 

附表 3 

安全保障学院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情况汇总表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存在问题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601300154 郑禹 李才甫 

1. 资料上传不规范 

2. 缺毕业设计评阅表 

3.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80 黄首达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601300121 黄意坚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601300142 吴宏毅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390 喻玺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3 向金归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5 王希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1 洪志强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84 张伟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83 陈萍 甘孝君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3 孙新哲 段保霞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6 肖航 段保霞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7 杨启亮 段保霞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5 郑静静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18 赵艺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1 彭卫忠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15 王如意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8 任婕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9 彭小虎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3 周文杰 胡智育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2 刘星汝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4 杨兴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7 王俊伟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81 王焕钦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6 屈钟铝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8 邓魁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5 伍云 李才甫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17 袁浩杰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2 吴卓霖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8 王育星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2 谭大为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6 饶泽旺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3 罗文杰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0 刘云彪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6 李朔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1 李利标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7 蒋卓越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0 黄晓明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2 符运鹏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5 陈俊宏 钟迎春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6 颜华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4 王鑫成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3 王德伟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7 朱嘉豪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16 赵标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2 唐澳博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9 阮小龙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8 王宇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5 陈立 邓桂凤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601300138 谭森杭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9 裴昂麒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4 陈思伟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0 朱文昶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1 周鹏程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3 殷烽宇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0 吴平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19 宋庆钢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46 龙永福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5 李兴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4 韩丰亦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50 段宇剑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31 仇博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24 陈旭 熊莎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501300307 邓劲杰 刘新平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78 王尧 刘新平 缺毕业设计成果 

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201701300069 李阳 刘新平 缺毕业设计成果 

 

 

 

 



 

 

附表 4 

机电信息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情况汇总表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存在问题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703300163 王红进 申锐 链接无法访问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703300145 李古思 夏宁静 毕业设计资料不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63 谢清华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54 田清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62 李中文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56 刘可维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66 龙博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57 蒋昊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61 何杰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51 谭景希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硬件技术方向) 201703300046 陈蓓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03300002 马明宇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03300035 伍业祥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03300037 唐德平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03300042 李家庆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03300039 唐志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03300030 何旦金 邓惠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703300127 陈颖超 申锐 
1.缺毕业设计成果 

2.资料上传不规范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703300161 毛为华 申锐 链接无法访问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703300134 彭伟 申锐 链接无法访问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03300097 白俊 周沿前 链接无法访问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703300244 龙荣华 孙剑 毕业设计资料未上传 

计算机网络技术(交互式设计方向) 201602300083 谭力玮 彭曙波 缺毕业设计评阅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602300673 马一翔 刘湘黔 
1.缺毕业设计评阅表 

2.缺毕业设计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