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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申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须符合《新

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

如没有高校符合申请基本条件，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将按《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按需择优推荐新

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高校各 1所（此类申请高校以下

简称“按需推荐高校”）。

（二）评议程序及方式

1. 学校申请

申请高校依据《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组织

填报《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和《申请新增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等相关申请材料。

申请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获 2/3（含）

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申报材料及评议结果须在学校官方

网站上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并对异议进行处理。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申请高校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申

请，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及本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会议纪要、表

决结果等材料，同时准备其他佐证材料，以备核查。

2.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核查材料并确定申请资格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将申请材料

（包括《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申请新增博士

硕 士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简 况 表 》 等 ） 在 江 苏 教 育 网

（http://www.ec.js.edu.cn/）上向社会公开 10 个工作日，并按有

关规定对异议进行处理。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申请高校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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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确定符合申请资格的普通高校名单。

3.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评议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符合申请资格的高校

进行评议（包括听取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陈述答辩，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一般不进校考察，获 2/3（含）以上成员同意视

为评议通过。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专家对单位和相关申请学

位点的评议意见进行审议表决和择优推荐，提出拟新增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推荐名单，将推荐名单在江苏教育网上公示 5个工

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按需推荐高校的评议程序参照上述程序执行。

4. 其他要求

通过新增学位授予单位授权审核的申请高校，必须有一定数

量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同时通过相应级别的新增学位授

权点审核。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同时申请的新增学位授权点纳入新

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一并进行。

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的试点高校申请新增

学位授予单位时，应将特需项目所对应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

别作为新增学位授权点一并申请。

二、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要求

（一）申请范围

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只在具有相应学位授权的学位授

予单位内进行，不包括已转制为企业的学位授予单位。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可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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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可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

别。申请学位授权点需满足相应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

基本条件。

公安学、公安技术一级学科和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仅限公

安类院校申请，申请单位在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前，须

经公安部同意。

（二）评议程序及方式

1. 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2017 年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组织填报

《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点简况表》《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等相

关申请材料。

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获 2/3

（含）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申请材料及评议结果在单位

官方网站上公示 5个工作日，并对异议进行处理。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学位授予单位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

申请，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及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会议纪

要、表决结果等材料，同时准备其他佐证材料，以备核查。申请

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如获得授权，申请材料将作为该学科（专

业学位类别）参加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重要材料。

2.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核查材料并确定申请资格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后，将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材料在江苏教育网上向社会公开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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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并按有关规定对异议进行处理。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申请材料进行

核查，确定符合申请资格的拟新增学位授权点名单。

3.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评议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符合申请资格的拟新

增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一般不进校考察，获 2/3（含）以上成

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专家评议意见进行审议表

决和择优推荐，提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推荐名单，将推荐

名单在江苏教育网上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

4. 其他要求

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新增的各一级学科及现有一级学科授权

点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不能重复，申请新增的各专业学位类

别及现有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的骨干教师不能重复。

学位授予单位在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时，应同时提交本单位

《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此汇总表将作为

现有学位授权点参加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材料之一。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第 27、28 条之规定，本次

学位授权审核暂不执行，从下次审核开始实施。

三、自主审核单位核查工作要求

（一）申请范围

符合《自主审核单位申请基本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可提出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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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议程序及方式

1. 单位申请

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组织填报《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申请报告》《申请开展自主审

核单位简况表》、本单位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法等相关申请材料。

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获 2/3

（含）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申报材料及评议结果须在学

校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并对异议进行处理。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学位授予单位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

申请，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及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会议纪要

等材料，同时准备其他佐证材料，以备核查。

2. 核查材料并确定推荐名单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学位授予单位的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将

符合申请资格的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在江苏教育网上公示 5 个工

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四、其他事项

（一）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办学基础，结合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提出学位授权申请，所提申请应经过充分论证，符合本

单位的办学目标和学科发展规划。提交材料不得有涉密内容，涉

密内容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公开使

用。驻苏中央部门所属学位授予单位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学

位授权申请前须经主管部门同意。

（二）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授权申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审核工作，严禁在申报、评审中



- 7 -

请客送礼、游说专家等不正之风。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将适时组织

专家对相关单位审核工作进行督查，对违反评审纪律和材料弄虚

作假的学位授予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其当年申请资格，

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提交《新增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简况表》，纸质版一式 20份；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会议纪

要、表决结果，一式 3份；审核工作总结报告，一式 1份。所有

材料同时提交 word及 PDF（加盖公章）版本。

（四）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提交《申请博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简况表》、《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纸质版一式

15 份；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会议纪要、表决结果，一式 3

份；审核工作总结报告，一式 1份。所有材料同时提交 word及

PDF（加盖公章）版本。

（五）申请自主审核单位的高校，提交《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单位申请报告》《申请开展自主审核单位简况表》、本单位学位授

权审核实施办法，一式 3份，同时提交 word及 PDF（加盖公章）

版本。

（六）2017年 7月 31日前，各学位授予单位完成校内申报

评审及结果公示工作，并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省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

《2017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总体要求》《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

条件（试行）》等文件以及相关申请材料电子版表格可在江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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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年年年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博博博博士士士士硕硕硕硕士士士士学学学学位位位位授授授授权权权权点点点点
申申申申报报报报指指指指南南南南

为做好 2017 年江苏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根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

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以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十三五”规划》《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

划》，并结合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江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

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鼓励申报范围

（一）鼓励申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需求及与江苏重点发展

领域密切相关、社会需求较大的学位授权点。

1．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海洋工程、航空航天、

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新能源和智能电

网、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相关的学位授权

点。

2．与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先进制

造业相关的学位授权点。

3．与现代金融、软件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

科技服务、服务外包、检验检测、国际航运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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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网络的平台经济、文化创意、工业设计、人力资源服务、知识

产权等新兴服务业相关的学位授权点。

4．与现代农业、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性产业及智慧江

苏相关的学位授权点。

5．与推进思想理论建设、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等哲学

社会科学类相关的学位授权点。

（二）鼓励申报江苏空白学科领域学位授权点。

1．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0304民族学、0306公安学、0503新闻传播学、0707海洋科

学、0708地球物理学、0711系统科学、0806冶金工程、0820石

油与天然气工程、0824 船舶与海洋工程、0827 核科学与技术、

0836生物工程、0838公安技术、1010医学技术

2．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0711系统科学、0836生物工程、0838公安技术、1010医学

技术

3. 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0353警务硕士

（三）鼓励申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专业学位授权点。

本次新增学位授权原则上应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

会需求较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鼓励

各高校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增列应用型学位授权点。其中，

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

（四）鼓励现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申报一级学科学位授权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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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学位授予单位现有二

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在下次学位授权审核结束后将不再保留。鼓励

我省学位授予单位在符合相关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前提下，

将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申请新增为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二、限制申报范围

对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大、社会需求饱和、近三年就业率较低

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原则上暂停新增或限制新增。除原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申报一级学位点授权之外，本次授权审核

限制申报以下学位授权点。

（一）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0302政治学、0402心理学、0501中国语言文学、0601考古

学、0705地理学、1204公共管理、1302音乐与舞蹈学

（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0452体育、0453汉语国际教育、0551翻译、0951农业

三、不受理申报范围

（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予以撤销且撤销期未满 5年的学位

授权点（不包括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的）。

（二）已获工程硕士（博士）领域学位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

不再申请新增工程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三）军队院校、军事学门类一级学科和军事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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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5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