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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聚焦 

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6 年 1 月 11 日，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并发表题为《全面提升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水平》的重要讲话。

她在会上强调，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个发展”理念，以

提高质量为中心，突出结构调整优化和培养模式转变，构建良好学术生

态环境，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发展，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她同时强调，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发展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加

强科教协同、产学研结合，动态调整优化学位授权和学科专业布局，提

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深化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加快健全内部质量评估和监督保障体系，提高研究生社会

责任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要大力推进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教育，

健全学术不端惩戒机制，对学术造假行为零容忍、严打击。要立足推动

研究生教育发展转型，科学制定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努力建设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张献龙副校长一行前往广东高校调研 

3 月 14 日至 17 日，副校长张献龙和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发展

规划处、植科院、动科动医学院、生科院、园林学院负责人先后到中国

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等 5 所大

学和科研机构，就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学科结构调整优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等方面开展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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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等 2 所高校重点介绍了高水平大

学建设、学科结构优化调整、研究生教育改革等方面情况，张献龙介绍

了我校学科特色及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情况。经过磋商，学校与中国科学

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华大

基因等 3个研究机构初步达成联合人才培养、联合开展相关研究的意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三五”规划制定 

由研究生院牵头制定的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三五”规划已形

成定稿。规划指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十三五”发展目标是“建成

规模结构与学位点布局合理、人才培养整体质量不断提升、高层次拔尖

创新人才不断涌现，适应国家发展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行业产业发

展和区域发展需求、满足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和行业人才市场需要，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进入国内研究生教育强校行列。”未来发

展要始终坚持“服务需求、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效益”一条主线，搭

建“创新能力培养平台和实践能力培养平台”两个平台，提升“研究生

创新能力、导师育人能力、研究生职业能力”三种能力，实现发展方式

从注重规模发展向注重质量提升等四个转变，重点实施招生质量提升计

划、培养模式改革计划、导师队伍建设计划、质量监督保障体系提升计

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计划等五项计划。 

为确保规划能紧扣校情、顺应发展，研究生院多次深入学院和师生

开展调研，向评定委员会征询意见，规划稿经过了反复多次修改。同时，

规划稿向职能部门、院系领导、行业专家提请了审议，集思广益，进一

步提升规划制订的科学性。也请校领导审阅批示，宏观把控，让规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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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贴合学校发展的大局。“十三五”谋篇布局，为我校的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抢抓机遇、顺势而上，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化、国际化水平

指明方向。 

研究生教育信息系统工作顺利启动实施 

为顺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化、科学化建设的需要，通过调研相

关高校、公司和多方论证，研究生院申报的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专项资金项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系统”获批立项并获专项

资金支持，2016年 3月完成招投标工作。 

教育信息系统建设筹备起于 2014 年，2015 年申报专项基金支持并

获批，2016年启动建设，前后历经多次调研和反复论证，最终启动实施。

它较好地契合了学校“十三五”规划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在校内各部门

中启动较早，在同水平高校、研究生培养单位中理念较为超前。中标公

司有着较为成熟的系统开发经验，产品已在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中使用。 

目前，研究生院正联合学院、网络中心和相关单位加紧项目开发和

建设，已完成原有数据的整理、备份及迁移、重点模块试运行等工作，

预计 9月新生入学之时，系统的部分功能将正式上线投入试运行。 

新系统将深度推进研究生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将通过加强优质数字

教育资源开发与共享，构建数字化学习与教学环境，加速信息化环境下

科学研究与拨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融合，推动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

育教学资源，提升个性化互动教学水平，提高管理与服务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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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 

2016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顺利完成 

目前，我校 2016年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已顺利完成。本年度

招生录取工作指标分配公开透明，更加科学合理；招生宣传逐步拓展，

生源质量稳中有升；考试组织严守纪律，考试过程平安顺利；复试录取

规范严谨，重视信息公开，注重公平公正，持续实现阳光招生。 

一、招生基本情况 

计划执行情况：2016 年我校获批硕士研究生计划 2110 人（其中学

硕 1320人，专硕 790人），比 2015年增长 60人，其中学硕增长 10人，

专硕增长 50人。实际录取 2070人（其中学术型 1320人，专业型 750人）。

未完成计划 40人，全部为专项计划，其中少骨计划 7人，对口支援计划

9人，退伍士兵 24人。 

2016年获批博士研究生总计划 438人，比 2015年增长 24人。执行

计划 438人，包括公开招考 93人（其中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培养 26人），

转博生 345人。 

生源质量情况：2016 年有 3561 名学生（不含免推生 381 人）报考

我校硕士研究生，比 2015 年增长 508 人；实际上线生源 2141 人（学硕

1775 人、专硕 366 人），比 2015 年增加 294 人，增幅 15.9%；录取时调

入考生 385人（其中专硕 201人，学硕 184人），比 2015年减少 17人。 

实际录取本校毕业生 652 人，占总数 31.50%，比去年增加 16 人，

增长 0.28个百分点；其它 211以上生源 190人，占总数 9.18%，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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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0人，增涨 1.82个百分点。和 2015年相比，我校硕士研究生生源

质量有所提高。 

二、招生主要工作 

完善指标分配制度。指标分配公开透明，更加科学合理。修订《华

中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方案》，制定《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

究生招生指标分配方案》。研究生指标实行基础指标、指令指标、竞争指

标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根据导师规模、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每年进

行动态调节，照顾新引进青年标签人才，向培养条件好、培养能力强、

培养质量高的学科、导师适度倾斜。 

加强招生宣传力度。招生宣传工作针对性更强。开展一对一、面对

面、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招生宣传工作，生源数量与质量有提高。各

个学院积极宣传“优秀推免生奖励计划”的同时，组织了特点鲜明的招

生宣传活动：植科院、生科院、园林院、经管院、食科院、水产院 5 个

学院组织了暑期夏令营；植科院组织了“师生见面会”，31 个教研团队

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优秀学生会被当场签下“优录函”，学生

也可根据兴趣选择自己要加入的科研团队；动科动医学院组织了“实验

室开放日”，组织本科生参观各个实验室；资环院分三个专场组织了“导

师面对面”活动，21个课题组、53位导师与毕业生进行了“亲密接触”；

生科院、信息学院推行了“本科导师制度”；多数学院印发了导师手册，

动科动医学院还选派研究生向 12 所生源高校发放了共计 500 本导师手

册；植科院、生科院、动科动医学院、水产院、食科院、理学院、信息

学院等学院设置了新生奖学金，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上加大奖励力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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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金额五千至一万不等。招生宣传系列活动增强了学校、学院、学科、

导师的影响力，增强了招生报考的吸引力。 

规范考务操作流程。制定命题、制卷、考试、阅卷、成绩等每一个

环节的标准流程和操作规范，做到零差错；严格遵守考试规范和纪律，

确保考试平安顺利。 

督查复试录取过程。通过抽查督导落实复试方案、信息公示等执行

情况，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招生。 

研究生院推进研究生“优秀推免生奖励计划” 

面对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我校研究生招考形势，研究生院于

2015年启动了研究生“优质生源计划”并持续推进，于 2016年 3月出台了

《华中农业大学优秀推免生奖励计划》。 

该计划将于 2017年全面实施，旨在吸引更多推免生报考我校攻读硕

士学位，提高生源质量，奖励标准为每人一次性奖励 4000元。 

 

培养工作 

研究生课程改革与建设稳步推进 

课程学习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

具有基础性作用。为推进研究生课程改革与建设，教育部出台了《关于

改进和加强研究是课程建设的意见》等专项文件。学校研究生院一直高

度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工作，2015年积极申报并获批成为全国研究生课

程建设试点单位、全国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案例教学试点单位。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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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件精神指导下，研究生院以推进 2 个国家级试点项目工作为契机，

精心谋划、统筹安排，研究生课程改革与建设稳步推进。 

勤调研、明思路。研究生院将课程改革建设工作与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相结合，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调研，多次到中国农业大学、四川

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省学位办等校外单位以及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校内教学单位开展调研，通过师生座谈会、专家咨询

会等方式开展专题交流，并结合获批立项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面上项目《农林院校研究生课程改革与建设研究》以及与中国农业大学

协作课题《基于学生问卷调查的农林高校研究生课程质量评价机制研究》

等对工作进行理论思考，在研究生中开展问卷调查，为研究生课程改革

与建设积累材料，明晰思路。 

牢基础、抓规范。研究生院按照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组织学院新

修订完善了研究生培养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全面修订了研究生课程教

学大纲，进一步明确、强化课程责任教师制，进一步强调按课程类型规

范教学组织形式和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优化了课程内容体系，并规范

了课程开课管理、课程考试管理，完善了课程教学督导制和学生信息员

巡查制，强化研究生课堂教学秩序，为研究生课程改革与建设打好基础。 

抓重点、促亮点。2015年，研究生院启动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学习方法、考核方式等多位一体的课程综合改革，

投入 167万元的专项经费，开展了第一轮课程建设立项工作，《植物生理

生化研究法》等 56门研究生课程获批立项。其中，遴选了基础较好、条

件较成熟的 18 门课程建设在线课程，重点进行以“互联网+”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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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改革。同时，对研究生公共学位课、公共选修课、专题研讨课、

学科平台课程进行了重点建设。另外，还委托 2 个学院作为试点，围绕

培养方案，集中 17门全英文课程统筹构建 2个全英文课程体系。 

促融合、强创新。创新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研究生院坚持“科

教融合，学术育人”的教育理念，在课程建设改革中将前沿类、专题类

课程列为建设核心，强化研究生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科学研究的有机

结合，通过课程改革与建设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同时通过研究生

公共课《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建设，在研究生中倡导严谨求实、勇于

创新的科学精神，促进研究生严守学术规范，恪守科学道德。 

2016 年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课程建设年”，研究生院在巩固前期

改革建设的基础上，持续推进课程改革与建设工作。即将启动的第二轮

研究生课程立项工作将以实验技术方法类、案例类、创业类课程为重点，

加强公共课程建设。同时，结合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工作，以

建设全英文课程体系、加速研究生课程国际化进程为目标，与国际学院

合作建设研究生全英文课程。经过持续建设，“十三五”期间，研究生院

拟建设 100门具有示范性的优质课程和 100门全英文课程。 

我校 44 人被录取为 2016 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 

根据《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和国家建设高水

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办法，经过学生申请、学院评审推荐、学校

审核公示，学校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推荐了 69 人为 2016 年公派出国留学

研究生项目候选人，其中 48 人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推荐人选，20 人

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推荐人选，1人为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推荐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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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我校共有 44 人被录取为 2016 年国家

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留学资助。其中，植科院

郭梨锦等 32人录取为国家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动科动医学院

徐方正等 12人录取为国家公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另外，申报与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合作奖学金项目的录取结果尚待公布。 

为了让我校学生更清楚地了解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项目的

具体流程和注意事项，提高申请成功率，研究生院通过举办公派出国留

学研究生项目政策宣讲会、发放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项目申请指南、建

立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咨询 QQ群、完善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项目专题网站

等方式，为准备申请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提供了相关服务。 

 

学位工作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有序推进 

3 月 16 日，教育部下发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4 年学

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知》，共有 42所高校的 50个学位

授权点评估为不合格，被撤销学位授权点，83 所高校的 95 个学位授权

点被要求限期整改。 

2015年我校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

权点等 1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均顺利开展合格评估，2016 年我校将有水

产等 7 个学位授权点参加评估。配合学校学科评估工作的开展，研究生

院为各参评学科提供咨询，对学位点进行梳理并进行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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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出台文件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和涉密论文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完善保障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为维护学校知

识产权、规范我校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工作，研究生院先后出台

了《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和《华中农业大学涉密研

究生学位论文管理规定》，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我校新增 39 篇湖北省优秀硕博学位论文 

2016年 3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组织的第十七

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第十三批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揭晓，我校

研究生王佳（指导教师：张启发）等 12名博士的学位论文获得湖北省第

十七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陈学梅（指导教师：林忠旭）等 27名硕士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湖北省第十三批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 

附件 1：我校荣获湖北省 2015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第十七批)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1 甘蓝型油菜核不育系 7365A恢复基因克隆和进化分析 顿小玲 涂金星 

2 盾壳霉草酸脱羧酶基因的克隆、功能验证及生防作用研究 曾丽梅 李国庆 

3 
梅山猪与大白猪妊娠 12天子宫内膜差异表达基因筛选与 NNAT基

因功能初步研究 
顾  婷 赵书红 

4 纽荷尔脐橙缺硼的砧木效应及叶片结构变化与代谢响应研究 刘桂东 姜存仓 

5 小白菜钼硒交互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张  木 胡承孝 

6 水稻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基因 JMJ705的功能研究 李甜甜 周道绣 

7 
一个新型 cyclic di-GMP受体调节子及其对耻垢分枝杆菌抗药性

的调控功能研究 
李伟辉 何正国 

8 水稻基因和 sRNA表达数量位点研究与调控网络构建 王  佳 张启发 

9 水稻种子蛋白质含量基因 qPC1的克隆与功能研究 彭  波 何予卿 

10 碘泡虫属的修订及中国部分碘泡虫物种的分类学研究 柳  阳 顾泽茂 

11 油菜小麦兼用型气力式精量排种系统及其机理研究 丛锦玲 廖庆喜 

12 利用高场强超声波增强大豆蛋白凝胶性及凝胶缓释效果 胡  昊 潘思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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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我校荣获湖北省 2015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第十三批）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1 miRNA及其靶标和转录因子的染色体定位及表达分析 陈学梅 林忠旭 

2 核盘菌弱毒菌株 SX247中两种病毒分子特性的研究 胡孜进 付艳苹 

3 褐飞虱气味结合蛋白基因克隆与分析 周爽爽 王满囷 

4 乙型脑炎病毒感染小胶质细胞中 TLR3、RIG-I信号通路分析研究 蒋  蓉 曹胜波 

5 猪沙门菌对恩诺沙星耐药判定标准研究 潘华芳 袁宗辉 

6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受体的筛选及 ELISA 试剂盒研制 彭  娟 袁宗辉 

7 猪 Coronin 1A基因在副猪嗜血杆菌感染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刘  冲 何启盖 

8 伪狂犬病毒编码的 microRNAs功能研究 唐  崎 刘正飞 

9 PCV2感染相关的猪 CD74基因的分子特征与功能初步研究 张恒玲 何启盖 

10 
Shewanella algae和 Arthrobacter nicotianae中丝氨酸羟甲基

转移酶酶学性质的分析、定向进化及应用 
江  伟 刘子铎 

11 
嗜冷杆菌 Psychrobacter sp.冷活性、耐盐酯酶基因的克隆、 

蛋白表达及其酶学性质研究 
吴国杰 刘子铎 

12 基于 Hi-C数据特征的染色体 3D结构建模 傅靓彧 张红雨 

13 稻米粒重和品质性状的遗传分析 鄢  宝 何予卿 

14 柑橘果实主要苦味物质含量变化及相关基因表达分析 李绍杰 徐  娟 

15 孔雀草与万寿菊杂交育种及遗传效应分析 潘  晨 包满珠 

16 中国不同地域入侵植物一年蓬的生长和繁殖特征适应性 李  振 王永健 

17 SVCV感染 EPC细胞诱导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及蛋白质组学研究 柳力月 刘学芹 

18 草鱼甘露糖受体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王  莉 刘小玲 

19 基于透射和反射高光谱成像技术的马铃薯缺陷检测方法研究 高海龙 李小昱 

20 
水溶性多色量子点的合成及其作为纳米荧光探针在蛋品安全检测

方面的应用研究 
王蓓蓓 蔡朝霞 

21 
基于膜交互作用的黄酮类化合物抑制大肠杆菌的机理及定量 

构效关系研究 
吴  婷 徐晓云 

22 脱盐咸鸭蛋清促钙吸收肽的制备、修饰及增加骨密度作用研究 赵宁宁 何  慧 

23 魔芋胶基胃漂浮控释系统的构建与调控 叶  婷 李  斌 

24 
三维仿生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基底构建及其用于动物病毒 

非标记检测 
邵  锋 韩鹤友 

25 SnO2基材料的合成及其气敏性能的研究 王  慧 陈  浩 

26 我国农村环境责任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侯  娟 张  燕 

27 
政治社会化路径下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研究—— 

基于 41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郝苏君 吴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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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自主设计新版学位学历证书出炉 

2015年 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学位证书和学位

授予信息管理办法》（学位[2015]18 号），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学位学历证书由各学位授予单位自行设计印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统一印制的学位证书不再使用。 

我校的学位学历证书的设计工作于 2015年 7月正式启动，历经委托

设计专家团队设计、专家小组评选、网络投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等环节，最终在先后形成的七个设计样稿中挑选并完善确定版式。证书

的设计饱含华农特色，校训、校徽、校花、校歌等元素均在设计中得以

巧妙融入，集美观、实用、防伪于一身，体现了实用和美学的很好结合。 

2016年 6月，我校毕业生将领取到我校自主设计的学位、学历证书。

新版学位学历证书的设计以“百年华农”为主旨，在立意、构图、用色、

字体、版式和底纹等元素的选取方面，充分彰显华农特色，既体现了对

华农精神文化的传承，也展现了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提升了学校的形

象识别度。 

 

思政工作 

研究生院（部）系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实践活动 

为引导广大党员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擦亮党员底色、践行党员标

准、争做合格党员，研究生院（部）在全校研究生中系统开展了“两学

一做”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学习活动采取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各研究生党支部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举办了“增强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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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践行党员宗旨，做合格党员”的主题讨论活动，并结合实际开展

了研究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心得交流。 

为检验学习效果，研究生院（部）还举办了“两学一做”知识竞赛。

4 月 24 日，300 余名研究生加了初赛笔试。5 月 8 日，经初赛选拔，16

位选手展开了复赛和决赛，水产学院张波同学获得冠军，马克思主义学

院肖迪等分获一二三等奖。 

同时，研究生院（部）党支部也制定“两学一做”活动方案。目前，

已集中学习了党章党规，开展了两期“每月一学”读书学习分享会。 

多彩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评优评先评出正能量 

举办“狮子山杯”篮球赛  3月中旬至 4月上旬，2016年研究生“狮

子山杯”足球赛顺利举行，15个学院的参赛队伍在狮山的绿茵场上开展

角逐，最终植科园林联队夺冠。 

举办第七届武汉高校校园文化探访活动  5月 7日，以“谈青春 话

两创”为主题的第七届武汉高校校园文化探访活动在我校拉开帷幕，来

自武汉大学等兄弟院校的 200余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 

举办研究生科普展  5 月 10 日，主题为“聚焦科普 农情巨献”的

研究生科普展在狮子山广场开展，以展板为形式的展出和“情书”样式

的科普宣传单，吸引了不少师生驻足。 

举办研究生英语活动节  3-5 月，主题为“学术创新与绿色农业”

的第六届研究生“英语学习活动节”顺利举行。活动包括研究生英语竞

赛、模拟国际学术会议和“英语达人秀”。588名研究生参加了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研究生组），1 人获全国竞赛特等奖、4 人获省一等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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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省二等奖，18人获省三等奖；模拟国际学术会议分主会场和五个分

会场，6人分获主会场优秀报告人一二三等奖；5月 31日，“英语达人秀”

活动闪亮登场，活动以自编话剧、电影配音、歌曲演唱等形式充分展现

了我校研究生的才艺和风采。 

评选“十佳大学生”、“十大创新创业之星” 4月，在全校研究生中

开展了“十佳大学生”、“十大创新创业之星”评选。通过推荐评选，水

产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寒、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麦尔旦• 吐尔孙、公管学

院硕士研究生刘堃最终当选学校第十二届“十佳大学生”；开办“阡陌学

堂”的公管学院研究生赵芸逸等 10 名研究生当选为 2016 年学校“十大

创新创业之星”。 

评选 2016 年度优秀研究生会  5 月 11 日，各学院研究生会干部汇

聚一堂，汇报交流了一年来的工作内容、品牌活动及特色项目等情况，

经过评选，植科、资环、园林、水产、文法、食科等六个学院的研究生

会获评“优秀研究生会”。 

精准服务，硬招实招推就业 

精准把脉，梳理引导。通过开展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和座谈会，精

准了解研究生就业的行业需求、地域需求、工作职位需求、薪资需求等

信息，了解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心态和就业状态；开展两轮学院走访调研，

了解不同学科就业现状，听取师生和管理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推动校、

院、师、生四个方面联动促就业。 

精准服务，答疑解惑。将就业讲座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指导学院开

展系统化、专题化的就业指导讲座；开展“四月〃研究生户外咨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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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每周四上午，就业指导中心老师和学院辅导员在狮子山广场面对

面为研究生提供就业指导、职业规划以及就业维权等咨询服务。 

精准推送，重点推介。搭建就业服务立体平台，完善研究生就业信

息网，打造“狮山就业”微信平台，及时推送最新就业资讯；系统整理

单位招聘信息，结合研究生需求，进行重点推介。例如：5 月初，西藏

自治区来我校定向招聘基层干部，通过人选物色、重点推荐和面试考核，

17人报名，3人成功入选。 

精准培养，定向输送。结合研究生需求，先后开展国家公务员笔试

培训、湖北省选调生笔试培训和强化培训、各地市事业单位考试的结构

化面试培训等，累计受训达 900 多人次。组织开展了首届“公务员模拟

挑战赛”，全真模拟公务员笔试、面试环节，活动吸引了 140多人参加。

活动收效显著，湖北省选调生招录中，我校 180 名毕业生通过了笔试，

居高校首位；通过面试入围考察人数 89人，位居高校第二位。 

精准护航，助力成才。6 月初，学校还将组织“就业之星”评选，

召开毕业研究生座谈会、交流会，开展职场第一课讲座等，通过实实在

在的活动促进研究生调整心态、转换角色，以昂扬斗志奔赴祖国各地建

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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