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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经济系 2015 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规定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

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能力与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

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

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为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促进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根据诚毅学院关于

做好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系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毕业论文时间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工作分为选题、开题报告、撰写论文和答辩四个阶段。本届毕业论文工作规定

进行的日期为：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 

具体工作进度安排如下： 

时    间 工作内容 

2014.10.27—2014.10.31 拟定参考选题，并印发各毕业班 

2014.11.3—2014.11.7 确定选题，安排、落实指导教师 

2014.11.10—2014.11.17 指导教师下达毕业论文任务书 

2014.11.18—2014.12.1 
学生完成文献资料的收集、筛选、做读书笔记、外文资料翻

译、向指导教师提交论文开题报告和初纲 

2014.12.2—2014.12.15 
指导教师检查论文的前期准备情况，审阅论文开题报告和初

纲、并向学生反馈 

2014.12.16--2015.1.5 学生向指导教师提交论文细纲，确定论文写作框架 

2015.1.6—2015.3.2 学生完成论文初稿，并提交指导教师评阅 

2015.3.3—2015.4.6 
学生根据指导教师意见进行论文修改，并提交指导教师审阅、

再修改 

2015.4.7—2015.4.20 论文修改定稿，并按要求装订成册、装袋上交指导教师 

2015.4.21—2015.4.28 指导教师和评审教师填写论文评语、评定成绩 

2015.4.29—2015.5.18 论文答辩，填写答辩评语、评定答辩成绩 

2015.5.19—2015.5.28 论文 后成绩评定、总结、上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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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论文命题、选题与指导教师的确定 

（一）命题 

1、命题任务的下达 

由经济系将命题任务通知相关学院、教研室，相关学院、教研室在规定时间内负责组织

指导教师命题，并由教研室主任审核汇总指导教师提供的命题后，报送经济系，经学院分管

领导审批后，由经济系印发毕业班级。 

2、命题原则 

（1）命题的专业知识覆盖面要广，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专业拓展度； 

（2）命题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注重课堂所学知识的应用和能力的训练； 

（3）命题要重视理论与我国当前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体现学科的发展性和应用性； 

（4）命题不宜过大，应以中、小题型为主，难易要适度，工作量要适当； 

（5）命题要注意题目的不断更新及类型的多样化，每年的更新率原则上不低于 80%。 

（二）选题 

在命题印发毕业班级后，相关学院、教研室要对学生作选题指导报告。一般在命题下达

后的两周内，学生应完成论文选题工作。毕业论文要求一人一题，不得合作选题；学生原则

上应在公布的命题范围内选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自拟题目，但不得脱离学科专

业的范围，自拟题目要有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审核确认。各班学习委员负责及时将本班同学的

选题情况汇总送交经济系。选题确定后，一般情况下不得进行更改调整。 

（三）确定指导教师 

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上交后，由经济系转给相关学院、教研室，相关学院、教研室

根据学院下达的毕业论文指导任务分配数，选派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

教师担任指导教师，亦可安排少量的助教协助指导。 

各教研室对分配下达的毕业论文指导任务数不能平均分配，应依据职称、新老教师、脱

产或在岗学习等不同情况，进行合理安排。 

对调剂的毕业论文教研室之间要及时做好交接工作。 

指导教师确定后，各教研室应及时将《毕业论文情况一览表》报送经济系，由其通知到

毕业班级。论文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私下更换或转让所安排指导的论文，特殊情况者须

由教研室统一调整后报送经济系。 

三、毕业论文的内容组成、撰写要求和附录 

（一）毕业论文的内容组成 

一份完整的毕业论文内容依照顺序由以下各部分组成： 

1、封面（填写论文题目、作者信息、指导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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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录； 

3、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 

4、论文题目（外文）、摘要（外文）、关键词（外文）； 

5、正文（含引言、结束语）； 

6、注释（页末脚注）；  

7、参考文献； 

8、致谢语。 

（二）毕业论文内容组成的撰写要求  

1、论文题目。题目要简短明了，一目了然，体现论文的专业范畴和论文的内容。题目字

数要控制在 20 个字以内。 

2、目录。目录是论文的目次说明。一般按三级标题设置，在行末注上所在页码。 

3、论文摘要。摘要应简明扼要地表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方法、主要内容及结果，中文摘

要字数一般不超过 300 字。外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基本对应。 

4、关键词。关键词是表述论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关键词数量为 3—6 个，同

时有中外文对照。 

5、正文。正文是全篇论文的核心和主干部分，是对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一般由标题、

文字、图、表格和公式等部分组成。该部分要运用各方面数据和资料、研究方法，分析问题、

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毕业论文的正文字数要求在 8000 字以上。 

毕业论文正文必须包含引言和结束语。其中，引言是毕业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

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引言要写得扼

要，篇幅不要太长。结束语即论文的结论，是全文的思想精髓和文章价值的体现。应概括说

明所进行工作的情况和价值，分析其优点和特色，指出创新所在，并应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和今后的改进方向，特别是对工作中遇到的重要问题要着重指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它集

中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表达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的见解和主张，结论要简单、明确，篇幅

不宜过长。 

正文中各级标题的编号要符合一般的学术规范，一般按照“一、” 、“（一）” 、“1.” 、

“（1）”的顺序编排，不能使用“半括号”，“（一）、”或“（一、）”等不规范用法，标题结束处

不能有标点符号。 

6、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指作者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所参考的文献，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方

法、研究结果的比较等，是毕业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作者对他人知识成果的承认

和尊重。引用文献必须在文中引用处体现出来，并按顺序编写。中文参考文献应在 12 篇以上，

外文参考文献应有 1—2篇。参考文献应按文章中引用出现的顺序，附于文末。参考文献编排

格式见附件一：《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和注释的编排格式》。 

7、注释。注释是对文章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注释一般要求脚注，即在

每页的页末，按顺序将该页的注释统一标注出来。注释编排格式见附件一：《毕业论文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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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和注释的编排格式》。 

8、致谢语。致谢语通常是用于表达自己对完成论文的感想，表达对在完成论文过程中给

自己以直接帮助的人员（如指导教师、答辩教师等）的谢意。   

（三）附录 

附录是指不宜放入正文中的资料，如调查阅卷、公式推演、编写程序、原始数据附表等。

应放入毕业论文专用袋。 

四、毕业论文写作步骤 

（一）收集资料，阅读文献 

为保证毕业论文有较高质量，要求学生要多读书和多看文献资料，并认真做好读书笔记。

提交毕业论文时，学生要提交 2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和 5000 字以上的外文翻译资料。 

毕业论文读书笔记是平时读书和学习文献资料的收获与体会，以及主要观点的归纳、主

要数据的引用等方面的记录。因此，读书笔记必须用钢笔书写（书写要整齐、端正，不得潦

草），不允许复印剪贴。读书笔记标注的参考文献与毕业论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要基本一致。 

（二）拟定写作提纲 

动笔写毕业论文时应先拟定一个写作提纲。提纲项目要齐全，能初步构成论文的轮廓，

规划写作范围和思路。论文写作提纲要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要征求指导教师的意见。 

（三）撰写初稿 

论文初稿的写作是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 艰苦而又十分重要的环节。写作初稿要做到：

思路清晰、论点明确、论据准确充实、论证合乎逻辑；要努力拓展和丰富论文内容，以便于

后面的修改；要征求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吸取养料。 

（四）修改定稿 

初稿写成后，只有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才能形成一篇好的论文。修改的范围是广

泛的，在内容上包括修改观点、修改运用材料，在形式上包括修改结构、修改语言等。 

五、指导教师职责与要求 

（一）下达毕业论文任务书 

确定选题和指导学生人数后，由指导教师编写毕业论文任务书，并经教研室主任审定后，

在学生进入毕业论文工作的一周内下达给所指导的学生。任务书包括：目的、任务、写作程

序及日程安排、成果要求、参考文献等。在任务书中应注意体现如何引导学生收集资料，如

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消化运用，如何把握文章的结构、内容，以及在创新性方面提出要

求。任务书格式见附件二：《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二）指导学生做好资料的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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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指导学生查阅中、外文献资料，写好读书笔记，并布置学生笔译规定数量的与选题

内容相关的外文文献资料；审查学生译文，审查后在译文后面签字。 

（三）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工作 

指导教师给学生下达《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后，在学生进行调研、收集资料、做

读书笔记的同时，应向学生布置进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工作。《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由学生填写，指导教师负责填写内容的指导。开题报告格式见附件三：《毕业设计（论文）开

题报告》。 

开题报告内容包括：选题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完成论文的条件、方

法及措施，指导教师的意见及建议等。其中，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可参考附件四：《文献综述

的写作要求》。 

（四）指导学生拟定论文写作提纲 

提纲应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论文写作的范围、主题、思路，并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提纲提

出修改意见。 

（五）指导学生完成初稿写作、修改和定稿工作 

按指导手册规定，对学生的撰写提出具体要求，督促学生按时保质完成初稿写作，要多

次提出指导和修改意见，审定定稿。 

（六）按时完成答辩准备工作 

在学生呈交定稿论文后，及时进行审阅、评审，并督促所指导的学生做好参加毕业论文

答辩的准备工作。 

（七）协同学生共同做好周日记的记录工作 

周日记是对完成毕业论文任务而在每一周实施的具体安排，检查落实完成情况和帮助整

改的详细记载。周日记不少于 12 篇，其中的内容要详细、完整，不能过于简单。论文指导教

师应主动协同学生做好周日记的记录工作。 

（八）按时报送毕业论文电子文档 

毕业论文定稿后，指导教师要会同学生将毕业论文电子文档报送经济系。同时，在电子

文档名依次填写学号、学生姓名、专业班级。 

 

六、毕业论文评阅、答辩和成绩评定 

 

（一）评阅 

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后除指导教师进行审阅外，还须经同行专家（或教师）对毕业论

文进行评审。审查的主要内容有：学生掌握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等综合应用情况；

毕业论文的文字表达、绘图质量、计算与结果的分析等方面所应达到的水平情况；毕业论文

的质量和在完成过程中的能力及表现情况。 

指导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填写导师评语和评定成绩。评语要明确、具体，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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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篇一律，评语不少于 100 字。评审专家（教师）评审后，填写评审意见，审定成绩。考核

和评审的主要内容有： 

1、学生是否较好地掌握了课题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 

2、学生是否具有从事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3、学生是否按任务书所提出的要求及时间，独立完成了毕业论文各环节所规定的任务； 

4、毕业论文完成的质量和在完成过程中所表现的创造性和工作情况； 

5、学习态度，毕业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作、学习纪律情况。 

（二）答辩 

毕业论文必须进行答辩。答辩工作由各专业成立 5至 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组织实施。 

1、答辩条件 

只有具备下列条件的同学，才能参加论文答辩。即：按教学计划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

并取得相应的学分；按毕业论文任务要求完成了各环节的工作，经指导教师审定签字和评阅

人评阅，并向答辩小组介绍。 

2、答辩程序 

（1）答辩人简要介绍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和观点（10-15 分钟）； 

（2）答辩组成员提问和学生答辩（10-15 分钟）； 

（3）写出答辩评语、评定成绩。 

3、答辩考核的内容 

答辩前，答辩委员会要专门开会研究，统一答辩要求，明确评分标准等。答辩应有记录

（见附件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记录表》）。答辩时应从五个方面综合考核学生： 

（1）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的情况； 

（2）学生的业务水平（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外语水平、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等）； 

（3）毕业设计（论文）的总体质量（包括选题、总体思路、方案设计、设计说明书、内

容方法、计算及测试结果、文字表达、图表质量、格式规范、结论正误、创新情况等）； 

（4）答辩中自述和回答问题的情况； 

（5）整个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的工作态度及工作量大小等情况。 

（三）成绩评定 

1、毕业论文成绩由三部分组成：指导教师评阅成绩占 50%、评审人员评审成绩占 20%、

答辩成绩占 30%。答辩不合格者，毕业论文以不及格论处。每部分成绩按百分制记分，三部

分成绩合并后采用五级记分制，即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

及格（60-69 分）、不及格（60 分以下）。成绩评定见附件七：《集美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参

考评分标准》。 

2、评分要严肃认真，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力求反映学生真实的业务水平。 

3、总的评分要形成梯度，以正态分布为佳，优秀率控制在 15%以内。 

4、各专业统一拟定各级成绩相应的评语标准，使同专业同成绩等级的论文在评价上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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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评语内容应包括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掌握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水平；主要优缺点等。毕业论文的评语、成绩一式两份，一份存入学生毕业论

文中，一份存入学生档案。 

5、毕业论文的成绩，必须在答辩全部结束，经学院审批后（一周内），统一向学生公布。 

七、毕业论文装订、归档、总结 

毕业论文装订成册，连同附录等材料归档后，由教研室集中移交经济系统一保管。 

（一）毕业论文的装订顺序 

封面→毕业论文任务书→学位论文诚信声明书→目录→中外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

文→参考文献→致谢语→毕业论文评语表（包括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评语）。 

（二）毕业论文专用袋的装袋顺序 

装订成册的毕业论文→读书笔记→外文文献及其译稿→周记录本→开题报告→答辩记录

表→附录（包括实习报告等）。 

（三）总结 

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各教研室要认真进行总结，并形成文字材料报经济系。 

八、毕业论文工作纪律 

（一）毕业论文资格审查 

学生进入毕业论文阶段之前，学院要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对已修专业主干课程尚有 2 门

（含 2 门）以上未取得学分者，原则上不能进入毕业论文工作阶段，待重新学习合格后，再

让其参加毕业论文工作。 

（二）不得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和虚构编造数据、资料 

虚心接受教师的指导，根据毕业论文的规范化要求，认真进行准备，不得剽窃抄袭他人

的成果，不得虚构编造实验数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诚信

管理，在毕业设计（论文）目录前加入《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位论文诚信声明书》，由学生本

人签字确认。学位论文诚信声明书的电子文档模板在教务部网页表格下载中下载。 

（三）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在校外进行毕业论文工作的，必须严格

遵守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同时应经常主动与指导教师联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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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和注释的编排格式 

（一）参考文献的编排格式 

1.参考文献的类型标识 

参考文献的类型以单字母的方式标识：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R-报告，S-标准，P-专利，-A 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EB/OL-电子文献，

Z-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 
2.参考文献的编排格式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示例： 
[1]刘明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1992. 
（2）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示例： 
[3]夏冬林.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J].会计研究，2003，（3）. 
（3）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 .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示例： 
[4]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0.121-133. 
（4）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示例： 
[5]张军.我们期望银监会什么？[N].社会学科报，2003-06-12（3）. 
（5）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EB/OL].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

示例： 
[6]王明亮.中国期刊标准化工程进展[EB/OL].http://www.cajcd.edu.cn,1998-08-16. 

文献的主要责任者如为 3 人以上，应列出前 3 位责任者的姓名，第 4 位起姓名略去，以

“等”字代替，责任者之间及责任者与“等”字之间均以逗号分隔。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

其后不加“著”、“主编”等责任说明。 
（二）注释的编排格式 

注释是对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排在当页脚注，用圆圈内的阿拉伯数

字①、②…作序号依此进行标注，并与文中编号（以上标形式标注）相一致。各页注释的序

号分别从①开始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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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格式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系            专业            班学生             学号                         

一、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定进行的日期：                                                     

三、毕业设计（论文）进行地点：                                                               

四、任务书的内容： 

◆ 目的： 

                                                                                               

                                                                                              

                                                                                              

                                                                                             

                                                                                             

◆ 任务： 

                                                                                             

                                                                                            

                                                                                            

                                                                                             

                                                                                              

                                                                                               

◆ 写作程序及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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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要求： 

                                                                                                       

                                                                                             

                                                                                             

                                                                                             

                                                                                            

◆ 主要参考文献：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任务书下载：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务部→教务表格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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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系                       专业                    年    月   日 

 

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选题目的和意义： 
 
 
 
 
 
 
 

文献综述（本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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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 

完成设计（论文）的条件、方法及措施： 
 
 
 
 
 
 
 
 
 
 
 
 
 
 
 
 
 
 
指导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前五项由学生填写后交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否则不得开题； 
此表作为毕业设计（论文）评分的依据。 

 
（开题报告下载：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务部→教务表格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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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 

文献综述一般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有关定义、概要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

使读者对全文就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字数一般在 300 字左右。 

第二部分是综述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其写法是多样的，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

序综述，也可根据不同问题进行综述，还可以按不同的观点进行综述。不管那种形式都要

将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分析比较评述，主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综合

前人文献中提出的理论和事实，比较各种学术的观点，阐明所提出问题的历史，现状以及

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字数一般在 1500 字以上。 

第三部分对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 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字数一般在 100～200 字

左右。 

第四部分是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文献综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

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晰、查找方便、内容准确

无误,格式与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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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记录格式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记录表 

系：                                              答辩日期：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专 业  

班 级  学 号  

毕业设计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评阅教师  

答辩委员会主任（组长）： 

成  员： 

答辩记录摘要：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任(组长)： (签名)  

（答辩记录表下载：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务部→教务表格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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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毕业论文排版及打印规范 

毕业论文经多次修改送交指导教师 后审定后，就可以定稿并打印。打印一律用 A4规

格复印纸输出，上边距为 2.5cm，左边距为 3cm，右边距为 2cm，下边距为 2cm，1.5 倍行距；

正文页码居中。打印格式为： 

（一）封面 

封面由学院统一印制，学生填写或打印。填写时应注意：学号要完整，例如

“2002430062”，不能填写“62 号”等；专业名称要全称，例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不能

填写“国贸”等。若自行打印封面，打印格式必须与学校统一印制的格式一致。题目用 2

号黑体字，其它项目用 4号宋体字。指导教师一栏填写教师姓名及职称。 

（二）目录 

“目录”二字（4号黑体）居中，下空一行为章、节、小节（或三级标题）及其开始页

码，采用小 4号宋体。页码放在行末，目录内容和页码之间用虚线连接。目录单独成页。 

 (三) 论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 

论文题目为 3 号黑体字,可分 1 或 2 行居中打印。论文题目下空一行打印摘要二字（4

号黑体、中括号）后，空一格打印内容（小 4号宋体）。摘要内容下空一行打印关键词三字

（4号黑体、中括号），其后为关键词语（小 4号宋体），每两个关键词语之间空两格。外文

题目采用小 3 号 Arial 字体，摘要、关键词采用小 4 号 Arial 字体，摘要内容、关键词语

采用 5号 Arial 字体。 

中外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可以合打一页。 

（四）标题 

一级标题（4号黑体）居中打印，上、下各空一行；二级标题以 4号宋体左起空二个字

打印，换行打印内容；三级标题以小 4号黑体左起空二个字打印，换行打印内容。 

（五）正文 

正文用小 4号宋体字打印。页尾注释用 5 号宋体字打印。 

（六）图 

图题采用中外文对照时，其外文字体为 5 号正体，中文字体为 5 号宋体。图号按顺序

编写（如图 1、图 2 ……）。引用图应在图题后用脚注形式标出文献来源。 

（七）表格 

论文中的表格按顺序编号（如表 1、表 2 ……）。表应有标题，表内必须按规定的符号

注明单位。表中文字可根据需要采用小于小 4号字体，表题放在表上方，用小 4号宋体字。 

表格资料来源附在表格下方。 

（八）公式 

公式应在文中另起一行，居中书写。公式的编号加圆括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公式

和编号之间不加虚线。公式后应注明编号，该编号按每部分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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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参考文献 

正文后下空一行居中打印参考文献四字（4号黑体、中括号），内容用 5号宋体字打印。 

（十）致谢语 

致谢语三字（4号黑体）居中打印，下空一行（小 4号宋体）打印内容。致谢语单独成

页。 

（十一）外文译文 

外文译文打印格式同毕业论文，即标题用 4号黑体字，内容用小 4号宋体字。 

 

 

 

 

 

 

 

 

 

 

 

 

 

 

 

 

 

 

 

 

 

 

 

 

 



  

附件七：                                            集美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参考评分标准 

（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管理学专业） 

优秀(100>X>=90) 良好(90>X>=80) 中等(80>X>=70) 及格(70>X>=60) 不及格(X<60) 
项目 权重 

分

值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 

评

分 

文献阅

读、读书

笔记与

外文翻

译 

0.2 100

除全部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资

料、文献外，还阅读较多的自

选资料，并认真写出两万字以

上有见解的读书心得；能出色

完成规定的外文翻译，译文准

确质量好。 

除全部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资

料、文献外，还阅读一定的自

选资料，并认真写出两万字以

上的读书笔记；能较好完成外

文翻译，译文质量较好。 

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资料

文献，并能写出两万字以

上的读书笔记；能按时完

成规定的外文翻译，译文

质量尚可。 

能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资料，写

出两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基本

完成规定的外文翻译，译文无大

错。 

未完成阅读任务或读书笔记；

外文翻译达不到规定的要求。 
  

学术 

水平 
0.25 100

论文有独到见解，富有新意或

对某些问题有较深刻的分析，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较高的实

用价值。 

论文有一定的见解，或对某一

问题分析较深，有一定的学术

水平或实用价值。 

论文能提出自己看法，选

题有一定的价值，内容能

理论联系实际。 

选题有一定的价值，但论文中自

己的见解不多。 
论题不能成立或有重大毛病。   

论证 

能力 
0.25 100

论点鲜明，论据确凿，论文表

现出对实际问题有较强的分析

和概括能力，文章材料翔实可

靠，有说服力。 

论点正确，论据可靠，对事物

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

力，能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阐

述有关问题。 

观点正确，论述有理有据，

但独立研究体现得不足，

论文缺乏一定的深度，材

料能说明观点，面也比较

宽。 

观点基本正确，并能对观点进行

一定的论述，但缺乏分析概括能

力和研究能力，照搬他人的观

点，拼凑的痕迹较明显。 

基本观点有错误或主要材料

不能说明观点。 
  

文字 

表达 
0.1 100

论文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论

述层次清晰，语句通顺，语言

准确、生动。 

论文结构合理，符合逻辑，文

章层次分明，语言通顺、准确。

论文结构基本合理，层次

比较清楚，文理通顺。 

论文结构有不合理部分，逻辑性

不强，论说基本清楚但不严密、

不完整，或说服力不强。 

内容空泛，结构混乱，文字表

达不清，文题不符或文理不

通，有抄袭现象。 

  

答辩 

情况 
0.1 100

能简明扼要地阐述论文的主要

内容，能准确流利地回答各种

问题。 

能比较顺利、清晰地阐述论文

的主要内容，能较恰当地回答

与论文有关问题。 

能叙述出论文的主要内

容，对提出的主要问题一

般能回答，无原则错误。 

能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对某些

主要问题虽不能回答或有错误，

单提示后能作补充说明或进行

纠正。 

不能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主

要问题答不出或有原则错误，

经提示后仍不能正确回答有

关问题。 

  

学习态

度与规

范要求 

0.1 100
学习态度认真，范遵守纪律，

论文完全符合规范化要求。 

态度比较认真，组织纪律较好，

论文达到规范化要求。 

学习态度尚好，遵守组织

纪律，论文基本达到规范

化要求。 

学习不太认真，组织纪律较差，

论文勉强达到规范化要求。 

学习马虎，纪律涣散，论文达

不到规范化要求。 
  

﹡成绩评定采用结构评分的办法，即由指导教师、评审人、答辩委员会分别给分（以百分计）。 后按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

不及格（60 分以下）评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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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提升海峡西岸……（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下空一行） 

（空一行） 

[摘要（四号、黑体）]  区域竞争力的研究问题是当前经济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是一招既能促进两岸统一又能推动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好棋，也是

建设海峡经济区的必经阶段，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竞争力的

提升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现状，阐述在残酷国内

外竞争格局中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竞争力的自身优势及存在的缺陷，……,探讨提升海

峡西岸经济区竞争力的对策。（摘要：200—300 字，小四号、宋体，1.5 倍行距）。 

（空一行） 

[关键词（四号、黑体）]  海峡西岸经济区  经济竞争力  产业结构  基础设施 

（空二行） 
 

The Study on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conomic Zone 

In West…… （外文题目—小三号，Arial 字体、居中） 
（空一行） 

Abstract（小四号，Arial 字体、顶格）:  T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one hot 

spot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academic circl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zone in west 

coast of Taiwan straits, which has rise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s a great 

decision-making not only can accelerate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but also can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 （五号，Arial 字体） 

（空一行） 

Keywords（小四号，Arial 字体、顶格）:  the economic zone in west coast of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rastructure（格式同上、关键词之间用“；”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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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一级标题，四号黑体居中打印）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闽东南地区”概念的延伸，指以福建为主体的台湾海峡西岸地

域经济综合体。其构想包括：以构建福州、厦门、泉州三大城市基本框架为支撑，连接

漳州、莆田、宁德，对接三明、南平、龙岩，加快形成福建省城市体系的总体布局；加

强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建立产业集群，集聚规模效益。

一般来说，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福建省全省，本文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分析也主要是建

立在对福建省全省分析的基础上的。（正文用小 4 号宋体字打印，1.5 倍行距，以下相同）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根据自己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北接长三角，南接珠三角的特殊

区位，积极参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与闽台的合作，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实力，形

成了福建特色的经济和自己的优势，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经济发展水平（二级标题以 4 号宋体左起空二个字打印） 

表 1   2002—2007 年福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表格的标题放在表上方，按顺序编号，如表 1、表 2 ……，用小 4 号宋体字） 

年   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983.67 5763.35 6568.93 7614.55 9160.14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507.87 1899.1 2344.73 3115.08 4321.7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1150.79 1317.28 1396.15 1496.35 1749.81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353.26 475.27 544.11 626.59 744.58 

资料来源：《福建统计年鉴-2007》和 2007 年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如无说明，

下同。（表格的资料来源或引用来源置于表下方，资料来源用 5 号宋体打印。） 

如表 1 所示，2002—2007 年，福建不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还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都实现了较快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二）经济发展活力 

2003—2007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省市的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加，对外贸易和利

用外资发展较快，GDP 增速平稳提升，呈现出很强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 
1．GDP 增速（三级标题用小 4 号黑体，左起空二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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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福建 2003—2007 年 GDP 增速在波动中不断提升，且提升迅猛。 

此外，结合表 1 也可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一产业有所调减，第二产业保

持稳定，第三产业发展加快。三次产业比例由 2006 年的 11.8∶49.1∶39.1 调整为 11.3∶

49.2∶39.5，[1] （引用的数据或资料要注明，在该段文字的 后加上上标序号——[1]，全文从[1]

开始统一按顺序编号，并与参考文献中的顺序相对应） 对GDP的贡献，第一产业有所下降，

而第二、三产业的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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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07 年福建省GDP及增速
1

（图号按顺序编写，如图 1、图 2 ……；5 号宋体。在图题后用脚注形式标出文献来源。） 
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表 2     2004—2007 年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年  份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1899.10 2344.73 3115.08 4321.74 

总增长率（%） 25.9 23.5 38.0 38.7 

城镇增长（%） 29.0 24.1 41.1 39.7 

农村增长（%） 11.8 20.1 17.8 31.1 

由表 2 可知，2004—2007 年福建省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城市和农村的固

定资产投资均有飞跃。 

3．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情况 

如表 3所示，近年来，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省市着力营造良好的设施环境、政策环境、

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吸引了一大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投资办厂，项目的档次、
                                                        
1 资料来源：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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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规模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表 3   2003—2007 年福建省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情况 

               年份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353.26 475.27 544.11 626.59 744.58 

出口总额(亿美元) 211.32 293.95 348.42 412.62 499.43 

进口总额(亿美元) 141.94 181.32 195.69 213.97 245.15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      

(历史可比口径) 494329 531802 622984 718489 813100 

(验资口径)  222120 260775 322047 406100 

（三）经济发展潜力 

1．地方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海峡西岸经济区要提升其竞争力，在看到自身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同时，

也要认清其在残酷国内外竞争格局中存在的短板和缺陷，从而扬长避短，用发展的眼光

协调好内外作用力，通过尽可能的又快又好的措施，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一极。总之，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后劲十足，提升其竞争力任重而道远。 
（正文后下空一行居中打印参考文献四字（4 号黑体、中括号），内容用 5 号宋体字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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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语 

（致谢语要单独成页。致谢语三字 4 号黑体居中打印） 

（空一行，以下内容用小 4 号宋体，1.5 倍行距） 

至此，我的论文写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回首这半年的论文写作过程，里面不仅有我

努力的付出，也凝聚了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和关怀。在此，我想向所有给予过我帮助和支

持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按照自己情况和感受来写） 

 

…… 

…… 

                                         
 
 
 
（可写上姓名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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