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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连续五年获得江苏省“优秀招生单位”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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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活动”图片材料 

 

 

上图：首届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活动中，来茂德校长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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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连续三届冬令营活动为参营家庭拍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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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中新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我校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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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学生代表孙圆圆同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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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学生代表雕钰惟同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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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学生家长代表感悟 

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于泽萱的家长，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参加中国药科大

学优秀推免生家长冬令营，作为家长代表在这里发言我倍感荣幸。在这里我

想说几个感谢。 

首先，感谢中国药科大学选择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浙江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的一名学生，高中时设定的高考目标就是中国药科大，高考时遗憾与

中国药科大学失之交臂。所以从大一开始她就立志考研，目标就是中国药科

大学。三年来女儿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专业课一直名列前茅，英语以 562

分的高分过了六级，还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最终以综合排名第一

的成绩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期间多所高校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其中不乏 985

名校。但中国药科大学是我女儿梦寐以求的大学，在她看来，过去三年多她

所做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希望能够在这里圆梦，今天她终于圆梦了！我祝贺女

儿更感谢药科大给她圆梦的机会！能够在药学领域一流的学校里学习专业的

知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是我女儿的梦想，我想也是在座孩子们的梦想。

所以感谢药科大选择了我的女儿也选择了在座的各位优秀学子。 

  其次，感谢我的女儿对药科大的坚持选择。早就闻说中国药科大学是药科

领域大学的排头兵，领头羊。学校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优质的教师团队以及

精密的新型设备。基础教育工作扎实，历年来培养的毕业生以其敬业精神好、

知识面宽、能力强和素质高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和欢迎。近几年研究生、

本科生就业率位列高校第一层次。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今日亲临药科大更

是感知到学校的科研魅力、教学魅力和人文魅力！我们看到了校园美丽的风

景，感受到了学校浓厚的文化底蕴、老师们严谨的育人风格和充满爱心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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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一定能受到专业的知识教育和良好的思想陶冶。

所以我说，女儿，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也想对在座的孩子们说，你们的选

择是正确的! 

孩子们，时光飞逝，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你们将走出各自学校，

来到药科大开启人生又一篇章。希望你们铭记社会和家长的嘱托、老师的教

诲，把握好青春时光，用知识和才华开创新的生活！也希望你们谨记药科大“精

业济群”的校训，专注地将制药作为终身的事业，精勤笃行、一以贯之，用所

学知识回馈学校和社会，达到济世救群的最终目标！  

最后，感谢药科大给我们家长提供这样一个零距离无障碍与学校亲密接

触的机会。让我们了解孩子将要学习的环境，明晰孩子学习的内容和方向，

增进家长和孩子的感情！感谢药科大以人为本，把学生的成长放在首位的良

苦用心！有你们这样真正为学生一生成长负责的学校，作为家长，我们感到

无比的欣慰！  

                    浙江中医药大学于泽萱家长  李舲 

                                          2017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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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聘任“药大研招宣传员”名单 

序号 时间 学生姓名 本科院校 

1 第一届 陆新月 四川大学 

2 第一届 王依婷 山东大学  

3 第一届 蔡龚莉 重庆大学  

4 第一届 王婷婷 南昌大学 

5 第一届 夏颖 南京中医药大学 

6 第一届 徐程 安徽医科大学 

7 第一届 周俊婷 河南大学 

8 第一届 卓芳芳 福建中医药大学 

9 第一届 陈慧 辽宁中医药大学 

10 第一届 辛晓倩 山东中医药大学 

11 第一届 李会涛 长春中医药大学 

12 第二届 汪瑱 山东大学 

13 第二届 简湘昀 山东大学 

14 第二届 何青娴 中国海洋大学 

15 第二届 罗新平 中国海洋大学 

16 第二届 吴璞 南昌大学   

17 第二届 姜颖群 天津中医药大学  

18 第二届 郭海鑫 辽宁中医药大学  

19 第二届 穆金铭 吉林农业大学 

20 第二届 张力弦 徐州医科大学 

21 第二届 赵敏 南京中医药大学  

22 第二届 杨丽贤 南京中医药大学  

23 第二届 李萌 江苏师范大学 

24 第二届 黄淑贞 浙江中医药大学 

25 第二届 刘雨蓓 安徽中医药大学  

26 第二届 黄天擎 安徽中医药大学  

27 第二届 林燕婷 福建医科大学 

28 第二届 刘巧 福建中医药大学   

29 第二届 刘怡静 河南大学 

30 第二届 李小诗 广州中医药大学  

31 第三届 江文心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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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三届 潘秀华 中国海洋大学 

33 第三届 裴晓晨 中国海洋大学 

34 第三届 沈月新 湘潭大学 

35 第三届 陶雨 南京中医药大学 

36 第三届 张叶 石河子大学 

37 第三届 李洁 长春中医药大学 

38 第三届 李晓雅 天津中医药大学 

39 第三届 汪万利 福建农林大学 

40 第三届 王慧哲 河南中医药大学 

41 第三届 姚钊英 广西医科大学 

42 第三届 张晓宇 辽宁大学 

43 第三届 赵伯南 徐州医科大学 

44 第三届 郑秀兰 扬州大学 

45 第三届 陈亚欣 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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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教授宣讲团进高校活动相关资料 

教授宣讲团进高校——精准宣传名单 

1、 浙江大学 

2、 南京大学 

3、 中山大学 

4、 中南大学 

5、 四川大学 

6、 山东大学 

7、 武汉大学 

8、 中国海洋大学 

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华中科技大学 

11、郑州大学 

12、南方医科大学 

13、湖南师范大学 

14、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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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相关资料 

 

 
上图：2014 年首期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营仪式 

 
上图：夏令营营员参观学校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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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陆涛副校长为营员颁发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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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邵蓉教授主持开营仪式 

 

 
上图：学院领导与营员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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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学生代表张献同学感悟 

我是来自吉林大学药学院的张献，有幸从全国各地 750名大学生中脱颖而

出，来到中国药科大学这所药界的黄埔军校参加夏令营，作为其中的一员，

我倍感骄傲与自豪。 

中国药科大学秉承“精业济群”的校训精神，存心以仁，任事以诚，兴药

为民，荣校报国，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铸就了独特的治校品格。培育药

界精英、研发普惠良药、贡献幸福生活，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药学高等学府。

在中国药科大学，这样的使命和愿景使得学校英才辈出。从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到国内医药行业关键部门领导者和医药产业领军者，

都不乏药大的毕业生。我相信在优秀老师的指导下，在我们的不断拼搏下，

下一个优秀的校友，也许就是在座的你、我。 

两天的活动紧张而又充实。开营仪式的学校及学院介绍，让我们对药大的

昨天和今天肃然起敬，更为她的明天满怀憧憬；实验室参观，让我们见识了

各种高端的精密仪器和各种国际化标准的技术平台，感受到了药学领域前沿

科学的魅力；与导师面对面，让我们与各位顶级的药学学者有了近距离的接

触与交流，深刻感受到科研之路的认真与严谨，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药学人身

上所担负的重任，更坚定了我们继续走在药学路上的信念。 

三天的夏令营即将结束，非常幸运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能与不同高校不同

专业的你们相遇在六朝古都南京，相聚在美丽的中国药科大学。三天的时间

虽短，但足以构成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来到这个梦开始

的地方，希望我们都能在梦开始的地方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我们也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选择了药大，选择了一个高端的世界级一流

平台开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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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校园开放日”、“导师面对面”系列活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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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赴海外高校或实践基地访学研修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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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海外高校或实践基地访学研修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专业 海外高校或实践基地 

1 谢绍文 药物化学 

美国 4所大学（太平洋大学、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南加州大学） 

2 王鑫怡 药物分析学 

3 杜俊杰 药剂学 

4 薛一凡 药剂学 

5 王晴 生药学 

6 黄浠桐 生药学 

7 王森怡 药剂学 

8 李骜 药理学 

9 沈洁 药学（社会与管理药学） 

10 吴婷婷 药学（社会与管理药学） 

11 金雨辉 药物化学 

美国太平洋大学 

12 陈芊 药剂学 

13 付颖 药剂学 

14 刘佳卓 药物分析学 

15 骆红 生药学 

16 樊韵诗 生药学 

17 张凡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8 王斐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9 徐枫 药学(药物代谢动力学) 

20 张艳秋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 

21 孙圆圆 药学(社会与管理药学) 

22 郑翠微 药学(社会与管理药学) 

23 范瑞鑫 药学 

美国奥思达药业 24 韩文秀 药学 

25 朱传雪 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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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海外高校或者实践基地 

26 李碧芸 药学 

美国奥思达药业 27 黄恋清 药学 

28 张佳琪 药学 

29 姚欣 药学 

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30 王然然 药学 

31 王留棣 药学 

32 汪劭岚 药学 

33 叶花香 药学 

34 邝梓键 药学 

35 王亚南 药学 

36 刘青 药学 

37 邱妤涵 药学 

38 王同 药学 

39 裴双双 药学 

40 刘旭 药学 

41 吕治仪 药学 悦康集团（美国）公司 

42 臧靖 药剂学 

香港澳美制药 

43 管艺同 药物分析学 

44 赵钰馨 药物分析学 

45 曹羽佳 药理学 

46 张倩 药学（临床药学） 

47 盛芸                   药学（药物代谢动力学） 

48 陈丽钻  药学（临床药学） 

49 葛文霞 药学（社会与管理药学） 

50 陈红红 生物医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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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我校近五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2012-2017） 

年份 研究生 学科专业 研究生指导教师 类别 

2012年 

侯琳 药剂学 周建平 优秀博士论文 

强磊 药理学 郭青龙 优秀博士论文 

张经纬 药学（药物代谢动力学） 王广基 优秀博士论文 

刘伟娜 药物化学 孔令义 优秀硕士论文 

王怀友 生药学 李萍 优秀硕士论文 

陈莉莉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周长林 优秀硕士论文 

刘振东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徐寒梅 优秀硕士论文 

2013年 

莫然 药剂学 张灿 优秀博士论文 

陈妍 药理学 郭青龙 优秀博士论文 

苏叶翔 药物化学 孙丽萍 优秀硕士论文 

张烨 药物化学 赖宜生 优秀硕士论文 

陈凯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周长林 优秀硕士论文 

金实 药学（药物代谢动力学） 刘晓东 优秀硕士论文 

2014年 

韩春 药物化学 彭司勋、张奕华 优秀博士论文 

鞠曹云 药剂学 张灿 优秀博士论文 

崔思思 微生物与生物化学 顾月清 优秀博士论文 

吴夏冰 药物分析学 狄  斌 优秀硕士论文 

张洁琳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陈依军 优秀硕士论文 

王虎 药理学 郭青龙 优秀硕士论文 

王蒙 中药学（中药药理学） 刘保林 优秀硕士论文 

2015年 

姜天玥 药剂学 周建平 优秀博士论文 

曹洁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顾月清 优秀博士论文 

魏立彬 药理学 郭青龙 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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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研究生 学科专业 研究生指导教师 类别 

2015年 

周佳 中西医结合基础 尚靖 优秀博士论文 

吉云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 殷志琦 优秀硕士论文 

马敏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陈依军 优秀硕士论文 

石亚涛 药学（专业学位） 冯锋 优秀硕士论文 

王青青 中药学（专业学位） 殷志琦 优秀硕士论文 

2016年 

孙琼 药剂学 张灿 优秀博士论文 

刘闰平 药理学 张陆勇 优秀博士论文 

张宏建 中药学 孔令义 优秀博士论文 

李园珂 药剂学 姚静 优秀硕士论文 

郭汝洲 生药学 李萍 优秀硕士论文 

夏颖 中药学（中药药理学） 戴岳 优秀硕士论文 

徐雪 药学（专业学位） 柳文媛 优秀硕士论文 

2017年 

殷婷婕 药剂学 周建平 优秀博士论文 

段莉 生药学 李萍 优秀博士论文 

卞金磊 药学（制药工程学） 尤启冬 优秀博士论文 

吴鑫 中药学（中药药理学） 戴岳 优秀博士论文 

陈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顾月清 优秀硕士论文 

秦添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黄凤杰 优秀硕士论文 

阳丙媛 中药学（中药化学） 罗建光 优秀硕士论文 

疏楠 药物代谢动力学 刘晓东 优秀硕士论文 

林孜 药学（专业学位） 殷志琦 优秀硕士论文 

2012-2017 年，我校共获省优博 19 篇，省优硕 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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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制度创新文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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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深入实施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战略，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

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学校办学方针，遵循研究生成长成才和教育发展规律，

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多渠道投入机制，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

的导师负责制，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促进研究生教育稳

步发展。 

（二）工作目标 

1.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切实提高研究生待遇，实现

研究生学业成绩与奖助政策相结合；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经费

投入和培养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2.强化以科学研究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实现科

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健全以导师为第一责任人的责

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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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着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改革招生选拔制度，完善研

究生招生计划配置机制，推进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提高研究

生招生选拔质量；实施研究生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分类培养，

完善研究生培养激励和考核机制，加大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力

度；实施研究生导师岗位制，完善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和上岗审

定制度。 

二、研究生学费制度改革 

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

入学研究生均须按规定缴纳学费。标准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10000元/生/学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8000元/生/学年。研

究生缴纳学费标准政策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2014年秋季学期前入学的研究生仍执行原政策。 

三、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 

加大研究生奖助经费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奖助体系，提高

待遇，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新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

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博士生优秀奖学金、专项奖学金）、

博士生科研激励基金、专项科研创新基金、“三助”岗位助学

金、助学贷款、特殊困难补助基金等8个部分组成。 

所有奖助金的资助年限均不超过学校规定的正常学制年

限。 

（一）国家助学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在国家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的

全日制研究生（指全脱产学习，入学时档案、人事关系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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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我校，并且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研究生，下同），补助

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及比例为： 

学生类别 比 例 标 准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100% 12000 元/生/学年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00% 6000 元/生/学年 

（二）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面向在国家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的全日

制研究生，主要用于奖励支持学业成绩良好的研究生更好地完

成学业。  

1.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及比例为： 

学生类别 比 例 标 准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100% 18000 元/生/学年 

2.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及比例为： 

学生类别 等 级 比 例 标 准 

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 

特等 
入选“博士生拔尖人才

培育计划”的研究生 
12000 元/生/学年 

一等 约 35% 8000 元/生/学年 

二等 约 40% 4000 元/生/学年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评定办法另行制定。 

（三）优秀奖学金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博士生优秀奖学金和

专项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拨款设立，用于奖励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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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特别优秀、科研成果显著、社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研究

生。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30000元/生/学年，硕士研究

生：20000元/生/学年。评定办法按照国家和学校规定执行。 

2.博士生优秀奖学金，由学校自筹资金设立，用于奖励在

学期间积极参与科研工作、科研水平突出、取得一定学术成果

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10000元/生/学年，比例约

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人数的50%。具体评定办法另行制定。 

3.专项奖学金是由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的奖学

金。评定办法按照各类专项奖学金评定细则执行。 

（四）博士生科研激励基金 

为充分发挥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自主权，鼓励博士生积极参

与科研创新，学校按照全校博士生每学年生均6000元的标准设

立博士生科研激励基金。学校根据每位博士生导师当年指导博

士生的人数确定其支配额度。导师每学年根据所指导博士生的

科研表现自行评定，评定结果报研究生院审核后，由计划财务

处直接划入学生账户。该基金应及时评定发放，学年结束未使

用经费将自动“清零”。 

（五）专项科研创新基金 

专项科研创新基金是由国家、省、学校实施或企业、个人

捐资设立的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用于资助和支持研究生

自主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各类专项科研创

新基金项目评选细则执行。 

（六）“三助”岗位助学金 

“三助”岗位助学金是研究生结合学业或在学有余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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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从事“三助”工作（助研、助教、助管）而获得的岗位酬

金，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并能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研究生“三助”岗位设置及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七）助学贷款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因家庭经济困难、确实难以支付学业费

用的可以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具体实施办法按照

国家和学校规定执行。 

（八）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基金 

学校设立“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基金”，用于解决研究生

在校学习期间因其家庭或本人遭遇特殊灾害或发生突发性重

特大事故、疾病等原因而产生的临时生活困难，帮助他们顺利

完成学业。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学校规定执行。 

四、研究生导师配套投入体制改革 

（一）完善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以科研经费

资助制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形成以学校投入为主、受教育者

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导师给予必要配套的研究生培养经费投入

机制。自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导师招收研究生，应从科研经

费中安排专项经费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配套经费。 

（二）导师招生配套经费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配套经费

出资类别按照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分为以下三类： 

Ⅰ类：医学、理学、工学； 

Ⅱ类：管理学； 

Ⅲ类：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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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配套经费出资标准如下： 

学生类别 资助类别 
第一个学生 

（元/生/学年） 

第二个及以上学生 

（元/生/学年） 

博士研究生 Ⅰ类 3000 6000 

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 

Ⅰ类 600 

Ⅱ类 300 

Ⅲ类 导师不提供配套经费 

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 
导师不提供配套经费 

备注：1.表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及以上学生按照导师在多个二级学科下招生总数计算； 

2.校外兼职导师原则上实行隔年招生，每次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1名，配

套经费按校内导师出资标准执行； 

3.通过破格申请获得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老师当年限招收 1 名博士研究

生，配套经费按照 6000 元/生/学年执行； 

4.导师招收委托培养（含在职攻读）的研究生，纳入导师出资范围；导师招

收“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生，暂不纳入出资范围。 

（三）导师的经费配套投入年限一般与规定的学制一致。

导师的配套经费应按照学校财务制度的有关要求从其科研经

费中每学年一次性划入学校指定账户。对于不按规定提供配套

投入的指导教师，学校核减其第二年的招生名额。 

（四）导师不得要求或同意研究生以任何形式代替本人支

付配套经费，此类情况一经发现并查实，学校核减其今后的招

生名额。 

五、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 

完善推免生招生制度，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

目，建立博士生多元选拔机制，探索博士生“入学申请制”招

生方式，扩大导师招生自主权，建立科学合理的研究生招生计

划配置机制，吸引优秀生源，改善学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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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一）建立多元的研究生质量观，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学

科的特点，在课程设置、培养过程、学位授予、质量评估等方

面建立不同标准，在切合实际的标准框架内进行高质量、严要

求的研究生培养工作。 

1.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重点是科教结合和多学科交叉培

养，重视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科研训练，建立以提高创新能力为

目标的培养模式。 

2.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要密切结合行业需要，突出职业导

向，强化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

向的培养模式。 

（二）强化研究生培养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和学位

授予质量。 

1.完善研究生课程教学、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

答辩等环节的考核制度和淘汰机制。 

2.提高研究生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的要求，引导和鼓励

研究生单独或合作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加大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力度。 

4.建立学风监管与惩戒机制，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严惩学

术不端行为。 

（三）多渠道筹措资金，设立专项科研创新基金，营造良

好的创新氛围和创新环境，鼓励研究生开展各类创新计划项

目，强化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提高创新人才培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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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大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力度 

建设国际化的研究生课程与教学体系，在课程设置、课程

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与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的要求相适应；努力营造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培养环境，通

过国际化公开课程、互认学分、联合培养、研究生互访和短期

交流、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建立实质性的研究生培

养国际合作。 

八、健全导师责权机制 

（一）打破导师终身制。取消原有导师增列制度，建立与

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导师上岗审定制度。根据年度招生需要，

综合考虑学科特点、师德表现、学术水平、科研任务和培养质

量，确定招生导师及其指导研究生的限额。 

（二）强化导师责任。明确导师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

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研究生发生学术不

端行为的，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完善导师管理评价机制，加

强导师培训，提升导师指导能力。 

九、其他事项 

（一）研究生出国、休学期间停发各类奖助金。 

（二）研究生申请延期答辩的，在延长期内导师可以根据

研究生科研表现参照本方案中奖助金标准从其科研经费中给

予资助。 

（三）超过正常学制办理延期手续的研究生，必须参加南

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标准缴纳保费。 

（四）学校从实施改革的 2014 级研究生开始，不再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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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业务费。研究生第一学年每生 500 元的教学经费继续划

拨到学生所在院部，用于研究生教学支出。 

（五）实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后，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

及答辩费用由导师在符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前提下按照以

下标准从其科研经费中列支： 

论文类别 

人数及费用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委员会人数 3-5人 5-7人 

评阅及答辩费用 ≤300元/人 ≤500元/人 

（六）实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后，2014年前入学的非定

向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缴纳及奖助金发放办法： 

1.不需缴纳学费。奖助金标准由 14400 元/生/学年提高到

平均 31000 元/生/学年。 

2.奖助金提高所需要的经费由学校和博士生导师各承担

50%，具体办法为： 

学校承担的奖助金涨幅部分，由学校按月发放给博士研究生； 

导师承担的奖助金涨幅部分由导师按月或者按学期或者

按学年从其科研经费中足额支出发放给博士研究生。 

导师不按照规定执行发放标准的，一经发现并查实，学校

减少其下一年度的招生名额。 

（七）本方案自 2014 年 9月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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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 

一、全日制博士生奖助方案 

学生类别 奖助类型 奖助比例 奖助标准（元/生/学年） 

全日制 

博士生 

国家助学金 100% 12000  

学业奖学金 100% 18000  

科研激励基金 100% 生均6000  

博士生优秀奖学金 约50% 10000 

国家奖学金 
按国家当年下达 

实际指标数执行 
30000  

备注：1、全日制博士生奖助金覆盖面为100%，其中约50%的学生每学年可以获得

4.6万元奖助金；还有约50%的学生每学年可以获得3.6万元奖助金。 

2、学校还设有国家奖学金、专项奖学金、专项科研创新基金，品学兼优的

博士生获得奖助金累计最高可达10万元左右。 

二、全日制硕士生奖助金方案  

学生类别 奖助类型 奖助比例 奖助标准（元/生/学年） 

全日制 

硕士生 

国家助学金 100% 6000  

学业奖学金 

特等 约5% 12000  

一等 约35% 8000 

二等 约40% 4000 

国家奖学金 
按国家当年下达 

实际指标数执行 
20000  

备注：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金覆盖面为100%，每学年获得学业奖学金和国家

助学金最高为1.8万元，最少为6000元。 

2、学校还设有国家奖学金、专项奖学金、专项科研创新基金，品学兼优的

硕士生获得奖助金累计最高可达6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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