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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海海师师范范大大学学商商学学院院第第二二届届教教职职工工代代表表大大会会  

  

主主席席团团名名单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周伟  卢长智  石 雄  刘江会  孙红梅 

 

张玉华  张 毅  茆训诚  胡志民 



  

  

上上海海师师范范大大学学商商学学院院第第二二届届教教职职工工代代表表大大会会  

代代  表表  名名  单单  

 

正式代表 (40人) 

（按姓氏笔划为序） 

第一组（ 20 人） 

组 长：文燕平  副组长：卢长智 

组 员：王  虹  王晓华  石  雄  刘红梅  刘  琪 

庄刚琴  朱  敏  张  岚  张  震  李  国 

施仪凤  胡志民  姚亚伟  夏国祥  徐  沁 

黄  虹  彭建辉  谭黎阳 

 

第二组（20 人） 

组 长：刘江会  副组长：张萍 

组 员：尤家恬  王周伟  吕  雪  孙红梅  李 刚 

初志坤  张玉华  张  毅  李雪莲  陈诗章 

茆训诚  郑晓涛  赵红军  俞明传  唐 洁 

黄建中  龚秀芳  蒋荷新  

 



上上海海师师范范大大学学商商学学院院第第二二届届教教职职工工代代表表大大会会  

第第十十一一次次会会议议议议程程（（草草案案））  

 

时  间：2018 年 9 月 12 日（周三）13：30—15：30 

地  点：商学院 6A508 会议室 

出席对象：商学院第二届教代会全体正式代表 

主  持：商学院工会主席 张玉华 

 

一、唐洁同志报告出席会议人数 

二、张玉华同志宣布会议开始、奏国歌 

三、会议议程： 

1. 宣读、表决《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第二届教代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办法（草

案）》； 

2. 宣读、表决《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第二届教代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草

案）》； 

3. 赵红军同志作《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与质量

保障管理办法（草案）》的说明； 

4. 赵红军同志作《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助教制度暂行办法（草案）》的说明； 

5. 石雄同志作《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薪酬分配条例》（修改稿）的说明； 

6. 大会讨论审议相关文件及修改意见； 

7. 赵红军、石雄同志做相关文件修改意见的说明； 

8. 张玉华同志宣读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并表决； 

9. 对《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与质量保障管理办

法（草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助教制度暂行办法（草案）》、《上海师

范大学商学院薪酬分配条例》（修改稿）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10. 监票人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四、党委书记胡志民同志讲话 

五、张玉华同志宣布大会闭幕、奏唱国歌 



上上海海师师范范大大学学商商学学院院第第二二届届教教职职工工代代表表大大会会  

第第十十一一次次会会议议表表决决办办法法（（草草案案））  

 

一、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第二届教职工大会第十一次会议正式

代表有表决权。 

二、根据相关规定，大会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或举手表决的方

式。《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与质量保

障管理办法（草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助教制度暂行办法（草

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薪酬分配条例》（修改稿）采取无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其他需要表决的事项采取举手的方式进行表

决。 

三、代表在每次大会表决中，对“赞成”、“反对”、“弃权”的

三项表决意见，应当而且只能行使一次权利。 

四、大会每次表决均按“赞成”、“反对”、“弃权”三类统计表

决结果，大会表决结果由大会工作人员统计，并当场宣布。 

五、大会表决以获得应到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为有效。 

六、本办法经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第二届教代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8年 9 月 12日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与质量保障管理办法 
 

为了更好地提升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论文质量，更好地支撑上海师范

大学一流学科、一流本科建设，参考校教务处有关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制度规范，

结合商学院十三五规划建设高质量一流学院的要求，特制定如下商学院本科毕业

论文指导与质量保障管理办法。 

 

一、本科论文的选题、指导与审查程序 

1. 本科生的论文选题遵循学生意见，坚持“学生自主选题与导师指导意

见相结合”的原则，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探索精神； 

2. 本科生的论文选题应该与本科所学专业紧密结合，宜选择学科热点问

题、前沿问题、具体问题、有趣问题，尽量采用基于数据分析、调查研究、案例

研究、比较研究的研究型论文； 

3. 本科生论文选题完成后，专业负责人应尽快安排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内

有研究积累、经验丰富的三位校内专家，针对所有论文选题，以三重匿名，也就

是学生的指导导师匿名、学生姓名匿名、评审专家匿名的形式，对论文选题进行

全覆盖式审查，保证每一个毕业论文选题均经过三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审查。 

4. 论文选题审查的意见，按照如下原则执行：凡是两位及以上匿名专家

同意的选题视为选题审查通过，否则，就视为审查不通过。对于审查不通过的选

题，要求学生再次与指导教师协商新的选题或者修改选题，直至通过选题审查。

选题审查汇总表，见附件 1。 

5. 对于审查不通过，或者未经三重匿名选题审查形式的论文，学生的论

文不得进入写作阶段。 

 

二、本科论文的写作与指导意见 

6. 本科论文的写作以学生为主，指导教师为辅的原则进行，教师的作用

主要是指导、督促学生写作，教师不得代替学生写作，学生也不得以论文要挟教

师。 



7. 论文的格式，按照学院给定的模板进行写作。 

8. 本科论文的指导，主要采取单一导师制的形式进行，经过导师同意并

征得学院主管领导同意，也可以导师组的形式指导，以利于提高论文质量。 

 

三、本科论文的质量审查与控制 

9. 本科论文初稿撰写完成之后，导师应该对论文质量进行初步把握和控

制，对于质量不高，存在质量问题的论文，打回给学生进行重新修改。 

10. 在本科论文答辩前，学院将安排若干名匿名专家，对所有专业的论文

定稿进行全覆盖式的论文质量审查，审查采用三重匿名，即指导导师匿名、学生

匿名、审查专家匿名的形式，保证每一篇论文均经过三位专家的匿名审查。审查

的结果以两名及以上专家通过即视为通过，可以进入答辩程序，否则，论文必须

经过再次修改，并再次通过三重匿名审查后方可进入答辩。论文质量审查表见附

件 2 所示。 

11.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学院主管（包括院长、主管副院长、主管系

主任、专业负责人等）每年还将所有毕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进行抽查，抽查的

比例为每个专业 5%。若抽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还将针对有关当事教师进行处

理。 

 

四、论文答辩过程 

12. 答辩环节是甄别论文质量、创新性以及真实性的重要环节。答辩的过

程时间要严格控制：学生答辩陈述时间不得少于 7 分钟，答辩小组的讨论、问答

环节不得少于 8 分钟。 

13. 答辩前：答辩小组记录人员必须当场宣读答辩程序和答辩注意事项以

及“答辩结果不接受异议”的明确说明，并现场征求学生意见，若学生无异议，

方可进行答辩，若学生不同意，则学生可主动申请放弃参加答辩，后果自负（答

辩开场导语见附件 3）。 

14. 答辩过程中：答辩学生与答辩小组成员的问答只限于学术问题、论文

质量问题、真实性问题、论文规范问题等进行问答，双方不得涉及无关的人身攻

击。 



15. 答辩过程中：实行全程录音，并作为档案保存，以备后查，或者答辩

异议处理。 

16. 答辩后：答辩结果是一次性的，不接受申诉，也不得更改，更不允许

学生、指导教师直接找答辩小组成员进行理论、辩解，若有违反情形，经过学院

学术委员会讨论，可对违反学生以及教师相应处分。对于答辩不通过的学生，可

以按照学校的规定，缓期或者延期，并必须经过再次答辩。 

 

五、论文指导、质量审查、异议处理等的保障措施 

17. 论文指导，在顺利完成后应支付教师指导费用，每篇 500 元，参加答

辩后每篇 50 元，论文选题的审查也支付相应的审查费用，每篇论文 10 元，论文

初稿质量的审查，支付匿名审稿人每篇论文 30 元。以上工作若不完成，将不支

付相关费用。 

18. 对于两个教学年度中连续出现 2 人次学生论文答辩不通过者，或者经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或者学院主管抽查发现有 2人次学生论文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

导师，学院将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并暂停该导师的论文指导工作一年；一年后经

过本人申请，并经学术委员会讨论后，以决定是否允许该老师担任本科论文指导

教师。 

19. 本科论文的指导、写作、答辩过程的异议处理：凡是在论文指导、写

作以及答辩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异议，均向院党委反映，并由院学术委员会受理；

有异议的学生或者教师不得直接找相关答辩人员、评审人员进行辩解，对于违反

此程序者，学院将提出严肃批评；经过调查，若存在针对指导教师、评审人员的

无端、不实甚至歪曲事实的异议反映，学院将对异议者的行为纳入师德或者学生

道德不良行为，并按照学校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理。 

 

六、本指导意见的执行 

本指导意见，经学院教代会通过之日起开始实行。 

 

 

 

 



附件 1：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论文选题审查汇总表 

 

论文选题 匿名专家 1 匿名专家 2 匿名专家 3 审查结果汇总 

 

     

    
 

     

     

    论文选题审查参考选项:(1)选题是否符合专业要求；（2）是否为具体的研究问题，而非

泛泛而论；（3）研究方法是否主流；（4）写作是否能进行下去；（5）是否有创新性； 

 

 

附件 2：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论文质量审查汇总表 

 

论文选题 匿名专家 1 匿名专家 2 匿名专家 3 审查结果汇总 

 

     

    
 

     

    论文选题审查参考选项:(1)选题是否符合专业要求；（2）是否为具体的研究问题，

而非泛泛而论；（3）研究方法是否主流；（4）写作是否能进行下去；（5）是否

有创新性； 

 

附件3：答辩开场指导语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论文答辩！本次答辩委员会由三位答辩委员组成。我是答

辩秘书      。现在由我宣读《论文答辩流程及规则》，请同学们仔细聆听： 

1. 答辩流程共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学生个人陈述及答辩委员与学生问答，共计15分钟，其中个人陈述

为7分钟，问答为8分钟。学生在陈述时，答辩秘书会提醒“剩余三分钟”及“一分

钟”，请学生合理控制好答辩时间。在问答环节，请学生用简洁清晰的语言回答问题，

答辩委员有权打断无关的回答。 

第二部分为答辩委员会休会讨论答辩结果及评语，该阶段会请全体同学在场外

回避。 



第三部分由答辩主席宣读答辩决议。 

2. 答辩期间的注意事项： 

（1）请同学们站立在屏幕前方进行答辩。 

（2）答辩的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种结果，以答辩主席宣布的结果为最终

结果，该结果不接受申诉。 

（3）论文答辩获得3位答辩官全票通过，则答辩结果为通过，如有任何一位答

辩官给出不通过，答辩结果则为不通过。 

（4）答辩期间，请同学们保持安静，中途不可交流及擅自离开。 

（5）为了保证答辩有据可查，答辩过程将实行全程录音。 

请问大家是否有疑问，如果没有，则请第一位同学做好准备。  

请问答辩主席：答辩是否可以开始。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助教制度暂行办法 
 

 

为了更好地支撑上海师范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有力推动商学院一流本科

建设，结合商学院十三五规划中一流本科建设的要求，特制定如下商学院助

教制度的暂行办法。 

一、 商学院助教制度，率先在本科专业进行改革试点，待条件成熟后，

进一步完善。 

二、 在本科课程教学中，设立助教的原则为，凡是学院教务部门登记

在册上课的人数超过 80 人，且为商学院专业培养的核心课程，即可申请设立

助教 1 名； 

三、 学院按照财力状况，每学期期末期初对于申请设立助教的课程，

进行总量控制与审核，经过学院讨论后方可执行。 

四、 助教的职责是，（1）进行课前必要的准备；（2）跟班上课，协助

教师参与答疑，与学生互动；（3）上课考勤，维持课堂秩序；（4）按照教师

的意见批改作业，讲解习题。 

五、 助教的遴选：主要从学院研究生以及高年级本科生，特别是准备

出国深造、考研的高年级本科生中遴选。 

六、 担任助教享受一定的报酬，原则上每节课程 30 元，并解决来回

奉贤班车补贴；担任助教还有助于巩固所学知识，加强与教师的沟通，便于

出国推荐或者考研深造。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薪酬分配条例（修改稿） 

 

【1】原第五部分第 1 条中，增加内容： 

学院平台课（合班教学）授课班级人数以 40 人为基数 1，每增加 10 人增加系数

0.1，最高增加系数为 1； 

 

【2】原第五部分第 4 条中，增加内容： 

班导师带指导费用：以一个教学行政班为计算单位，每带一个行政班每月补贴 100

元，全年按 12 个月计算； 

 

【3】原第五部分第 4 条中第 3 小点“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指导费等发放标准：教

师每带一名学生给予 500 元/篇，教师带教人数根据学校规定并视学院学生情况由

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决定），每篇论文评审费 30 元/篇”，修改为：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指导费等发放标准：教师每带一名学生给予 500 元/篇，教师带

教人数根据学校规定并视学院学生情况由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决定），每篇论文评

审费 30 元/篇，每篇论文盲审费 9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