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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湘农大继字〔2017〕第 11 号

关于做好 2015 级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系、2015 级学生班：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人才培养的一个

重要环节。它既是培养自考生实践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教

育教学过程，也是对自考生所学知识与培养效果的一次全面

检验。为切实做好 2015 级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

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湘农大继字[2016]第 15 号）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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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委员会

主 任：邹冬生

副主任：孙焕良 盛智颖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俊 谷祥云 胡东平 何湘蓉 匡配远

兰 勇 李枝秀 李方一 李 毅 田建湘

谢方平 熊格生 杨国顺 朱幸辉

指导委员会负责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政策

制定、工作指导与质量监督等工作。

办公室设学院教务部，秘书：丁君辉。

（二）成立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委员

会

各教学系负责制定本系各专业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方案，明确具体工作进度、人员安排和质量要求等，确

保全日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各

系的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委员会名单于 6 月 2 日

前报学院教务部。

二、时间安排与工作要求

（一）召开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

2017 年 5 月 23 日下午 3 时在五教 205 会议室召开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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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专业负责人和教务秘书会议，启动和布置 2015 级全日

制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二）召开学生动员大会

2017 年 5 月下旬，学院将召开 2015 级全日制自考学生

毕业论文（设计）动员大会。

（三）制定方案与组织选题

2017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各系按照本通知，结合各

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特点，制订各系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方案，做好指导教师选派工作，组织学生进行选题，并将《湖

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统

计表》(附件 1)于 6 月 15 日前报学院教务部汇总。

（四）填写任务书

2017 年 6 月中旬，学院公布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名单，

各系督促指导教师认真填写《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附件 2)，并于 9 月 15 日

前由各系统一交至学院教务部。

（五）指导毕业论文（设计）撰写

2017 年 6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做毕

业论文（设计），其中指导次数不少于 4 次，论文修改不少

于 2 次，并填写《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教师指导记录表》（附件 3）。

（六）提交毕业论文（设计）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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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下旬，学生提交毕业论文（设计）正稿，

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填写《湖南农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论

文(设计)情况登记表》（该表由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制统一印制，学院统一下发给每位学生）。

（七）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安排

2017 年 11 月初，各教学系提交《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安排表》（附件 4）。

（八）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2017 年 11 月 17 日之前，各教学系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答辩。学生论文答辩前须经指导老师签字同意，方可安排答

辩。学院将根据各系答辩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进行论文答辩检

查与监督。

（九）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

2017 年 11 月 24 日之前，各教学系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成绩的评定并将《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成绩汇总表》（附件 5）报送学院教务部，教

务部将毕业论文（设计）成绩汇总。

（十）毕业论文（设计）推优

2017 年 11 月 24 日之前，各系各专业完成优秀毕业论文

（设计）推荐工作，优良等级的毕业论文（设计）比例最多

不超过专业总人数 5%。

（十一）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材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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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各系提交毕业论文（设计）工

作总结，学院教务部负责毕业论文（设计）的资料归档。归

档资料包括毕业论文（设计）查重报告、纸质稿、最终电子

稿（以“专业班级+姓名+考籍号”命名）、任务书、教师指

导记录表、答辩记录、毕业论文（设计）情况登记表、答辩

成绩表。

三、毕业论文（设计）信息化管理

2015 级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由学院教务部、

自考办于 11 月 30 日之前录入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

信息系统。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各教学系要做好指导老师的遴选，加强对毕业论

文（设计）工作选题、指导、答辩等各环节的管理，确保毕

业论文（设计）质量和程序到位。

（二）各教学系所有指导老师要认识毕业论文（设计）

对全日制自考生培养的重要意义，既要保证毕业论文（设计）

难度、工作量适当，又要保证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按期、完整

的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三）有关毕业论文（设计）的具体要求及程序按《湖

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执行。未尽事宜由学院教



6

务部负责解释。

联系人：丁君辉、曾龙辉

联系电话：0731-84618634

地址：五教 219 室

附件 1：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2015 级选题统计表

附件 2：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任务书

附件 3：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教师指导记录表

附件 4：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2015 级答辩安排表

附件 5：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2015 级成绩汇总表

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7 年 05 月 19 日

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05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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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2015 级选题统计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系主任（签名）： 教学系：（学院代章）

教师姓名 职称 教学系 联系电话 邮箱 学生姓名 联系电话 专业班级 论文题目

张三 教授 例：商学系 18673769605 306536096@qq.com 李四 123456789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策略研究

备注：

教学系（盖章）：由专业学院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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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考籍号

年级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姓名及职称

选题来源
□结合科研课题 课题名称：

□生产实际或社会实际 □其他

选题性质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其他

题目完成形式 □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提交作品，并撰写论文

主要内容

和要求

工作进度安排

阶段 起止日期 阶段工作内容

下达任务日期：20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名：

接受任务日期：20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

审查日期： 20 年 月 日 工作委员会签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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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教师指导记录表

教学系： 年级专业班级：

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考籍号 指导教师姓名及职称

指导情况记录（含指导时间、指导内容）

指导时间 指导内容

注： 本表由指导教师如实记录，一般不得少于 4次，答辩结束后，由指导教师和学生签字后交

各教学系，不够可另附页。

学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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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2015 级 XXX 专业答辩安排表

系主任（签名）： 教学系：（学院代章）

教学系 班级 答辩学生数 答辩时间及地点

填报时间： 填报人：



11

附件 5：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2015 级成绩汇总表

教学系 考籍号 姓 名 专业班级 论文题目 论文等级

备注：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和不及格（60分以下）

教务秘书（签名）： 专业负责人（签名）： 系主任（签名）： 教学系：（学院代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