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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生管理的专题调研报告 

 

根据中央、省委和学校党委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部

署和校党委专题调研工作方案，郭辉军校长为改革发展方面调研的总牵头

人，胥辉副校长为牵头领导，研究生院作为配合部门，开展了“西南林业大

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思路举措”专项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

如下。 

一、调研开展情况 

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7 日，针对研究生管理问题，共开展了四次调研：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参与调研人员 

1 

2019.9.18 

15:00 

行政楼 

402 

胥辉 

副校长 

胥辉副校长，研究生院全体领导、人事处、组织部、

发改办各 1 名领导、各学院分管研究生 1 名领导 

2 

2019.10.11 

9:00 

林学院 

511 

胥辉 

副校长 

胥辉副校长，林学院处级领导、教师代表十余人、外

合处、研究生处领导 

3 

2019.10.14 

9:00 

行政楼 

402 

胥辉 

副校长 

胥辉副校长，研究生院全体领导、人事处、组织部、

发改办各 1 名领导、各学院分管研究生和分管学生各

1 名领导 

4 

2019.10.17 

9:00 

行政楼 

402 

郭辉军 

校长 

郭辉军校长，胥辉副校长，程小放副校长，赵龙庆副

校长，杜官司本副校长，全校职能部门、学院主要行

政领导 

二、调研收集到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一）研究生管理历史情况 

1. 2014 年以前：我校的研究生培养是从 1978 年开始的，距今已有 41 年

历史。因学生人数不多，2014 年以前学生主要由研究生院进行一级管理，培

养学院负责专业教育和培养。 

2. 2014-2017 年：2014 年学校改革研究生管理模式（当时全日制学生规

模为 1247 人），进行研究生院和培养学院二级管理。研究生院设分管领导一

名、学生科长一名，负责评优评奖、档案管理和学籍管理的统筹安排，具体

工作则由培养学院组织，学生日常管理由学院负责。 

3. 2017.9 至今：恢复到 2014 年之前的模式。 

（二）研究生工作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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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校研究生情况 

有 7 个学院在 3 个一级学科、11 个二级学科及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目

前在校博士生 85 名；有 18 个学院在 13 个学术型一级学科、8 个专业学位授

权点、82 个二级学科及专业学位领域招收硕士研究生，学生类型分为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硕士在校生共 2043 名。2128 名在校生共分 34 个班级管理。其

中，学生党员总数约 530 人（二、三年级学生党员 387 人，新生党员约 140

人，目前还未完成组织关系接转），分为 29 个学生支部。 

2. 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 

根据 2014 年 1 月 3 日下发的“西南林〔2014〕2 号《关于印发《西南林

业大学研究生培养两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研究生培养过程实

行校院两级管理，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培养二级单位的工作职责划分详见《西

南林业大学研究生培养两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

校院两级管理职责分工明细表》。2017 年研究生院组建后有修改，但变动不

大。研究生院和培养学院各自的工作职责明确，目前运转比较顺利。 

3. 研究生思政教育和日常管理 

由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所有的党、团、就业、奖助、思政教育和日常管

理共六大项工作。研究生院学生管理人员配备为： 

（1） 组织员：2 人，负责党建相关工作 

（2） 学生科：1 人，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奖助相关工作 

（3） 辅导员：4 人，担任班主任，兼任团学、就业、创新新业、心理等工作 

（4） 兼职班主任：28 人（林学院 7 人、园林学院 3 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人、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学院 2 人、生命科学学院 1 人、艺术与设计学院 1 人、

经济管理学院 1 人、机械与交通学院 1 人、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1 人、继教育

学院 1 人、教务处 1 人、国有资产管理处 1 人、研究生院 6 人），负责思政教

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实施，指导支部党建工作 

（三）现行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党员管理方面 

党员多、支部多，管理难、活动组织难；支部指导员工作难以考核和评

价；学生支部书记工作情况令人担忧；党建与业务工作、专业学习“两张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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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日常管理方面 

生师比过高；兼职班主任派出情况与各院研究生人数不成比例；兼职班

主任与负责班级学生专业不一致；班主任工作效果差异大、评价难；学生管

理归口多，学生无所适从，归属感不强。 

3. 评奖评优方面 

评奖评优办法不完善：研究生涉及 21 个一级授权点、82 个二级授权

点，难以把各学科的成果类型揽括其中；评奖涉及内容认定困难：学生提交

的成果材料五花八门，项目、论文、专著、专利、软著、竞赛获奖的等级单

靠研究生院难以准确认定；争议多、矛盾突出：研究生的奖助学金的金额较

大，是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每年都有不少学生投诉。 

4. 就业创业工作方面 

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拓展实践实习单位及用人单位困难。 

5. 学生管理津贴方面 

“绩效工资分配办法”中研究生管理津贴分配不合理：即将实施的“绩

效工资分配办法”中，研究生的“学生规模”津贴（硕士系数 1.5，博士系数

2），同本科生一样，全部划拔到了培养学院，研究生院按“机关职能部门”

绩效进行分配。如果按现有模式进行管理，聘用的兼职班主任和党支部指导

员津贴又再无来源。因此，研究生院即将出现学生管理“既无钱又无人”的

局面。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根据几次调研会议了解到的问题和培养学院的建议，研究生院草拟了以

下三个研究生管理模式调整的建议方案。 

方案一：研究生院党委统一管理（研究生院专职人员+学院兼职人员） 

（1）研究生院。保持现有学生工作专职人员不变：配备专职副书记 1

人、学生科 1 人、专职组织员 2 人、团学+研究生会 1 人、专职辅导员 3 人

（每人负责 300 左右学生，帮助人数较多的学院进行学生管理）。由研究生院

负责党、团、思政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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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学院。根据研究生人数比例安排相应数量教师兼职担任班主任

兼党支部指导员，兼职班主任对口负责本院研究生管理（研究生人数多的学

院可按年级、专业划分班级，人数较少的可纵向设置班级）。由培养学院负责

奖助工作和就业工作。 

（3）绩效分配。研究生院专职人员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绩效分配；研究

生学生规模津贴划拔相应比例到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制定统一的津贴分配

方案发放给学院派出的兼职班主任、党支部指导员。 

（4）方案优缺点。优点：现有专职人员变动小；缺点：兼职班主任和党

支部指导员工作积极性调动难、工作质量难以保证；随着研究生人数的增

加，管理难度逐渐提高。 

方案二：研究生院党委统一管理（研究生院专职人员） 

（1）研究生院。按 200:1 配备学生工作专职人员，配备：配备专职副书

记 1 人、学生科 1 人、专职组织员 2 人、团学+研究生会 1 人、专职辅导员 3

人（每人负责 300 左右学生）、聘用编外专职人员 5-8 人（根据学生规模确

定）由研究生院负责党、团、思政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 

（2）培养学院。由培养学院负责奖助工作和就业工作。 

（3）绩效分配。研究生院在编和特岗人员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绩效分

配；研究生学生规模津贴划拔相应比例到研究生院，用于发放专职编外专职

人员津贴。 

（4）方案优缺点。优点：学生均由专职人员负责，学生管理、服务效果

统一，研究生院管理工作较容易；培养学院不需要派出兼职班主任；缺点：

需要额外聘用编外专职学生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专业与学生专业不匹配。 

方案三：校院两级管理 

（1）撤消研究生院党委，设立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人

员配备为：部长 1 人、学生工作科科长 1 人、学生工作科科员 1 人。负责工

作为：组织制定或修订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助教、助研、助管等规

章制度；按月审核、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组织各培养单位开展各类奖助

学金的评审和奖金、证书的发放；组织开展研究生困难补助申请、审核、发

放；指导校研究生会组织开展全校性的研究生科研、学术、文体活动以及对

外交流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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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学院。研究生人数最多的几个学院配备专职辅导员和组织员；

人数较多的聘用兼职班主任、人数较少的聘用研究生秘书或兼职班主任负责

学生管理。培养学院负责工作为：建立和完善本单位研究生教育管理等规章

制度；具体负责本单位研究生的党建、团建和班级管理等工作；具体负责本

单位研究生的入学报到、档案收转、宿舍管理、评优评奖、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学生违纪处理、助学贷款、毕业生离校以及就业指导与服务等工作；

具体负责本单位研究生的日常安全教育与管理和医疗保险等工作。 

（3）绩效分配。研究生院专职人员：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绩效分配；培

养学院：用学生规模津贴发放相关工作人员绩效。 

（4）方案优缺点。优点：学生管理和培养相结合，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提高；该模式是全国 95%的高校采用的模式，即使研究生规模增加至上

万也适用；不需额外聘用专职工作人员；缺点：需进行学生党团关系转接。 

四、调研结论 

以上方案在 10 月 14 日的调研会上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会人员认为三个

方案各有特点。选择哪个方案最终取决于学校的绩效工资分配及“三定”工

作对学校对研究生院工作的定位。 

⚫ 如维持现有管理机构不变，则方案一可行； 

⚫ 从管理的效率和工作效果来说，方案二和方案三明显优于方案一； 

⚫ 如学校能在“三定”工作作考虑配置学院研究生秘书和学生管理专

职人员，则方案三最佳。 

 

特此报告 

 

 

 

 

主题教育调研工作第 6 组 

2019 年 10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