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序
号



序
号



1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附件1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学号



学号



QSX20
17074

7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附件1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作者
姓名



作者
姓名



陈琬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授予
学位
日期



授予
学位
日期



2020
.07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一级
学科
代码



一级
学科
代码



0830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一级
学科
名称



一级
学科
名称



环境
科学
与工
程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攻读
学位
类别



攻读
学位
类别



硕士
学位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



污泥基生物炭对猪
粪堆肥过程及土霉
素降解的影响研究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导
师

姓
名



导
师

姓
名



郑
育
毅
刘
常
青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

                           学院保密委员会或相关部门公章                   
                                  2020年   7月 17  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参
评
层
次



参
评
层
次



硕
士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评
阅
结
果



评
阅
结
果



ABB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学院名称（公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论文情况



答
辩
成
绩



答
辩
成
绩



90.
4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经办人：刘菊庄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SCI



Ⅰ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SCI



Ⅱ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SCI



Ⅲ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SCI



IV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SS
CI



SS
CI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EI



EI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校定



A
类



1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校定



B
类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核心期刊



南
大
核
心
(C
SS
CI)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核心期刊



北
大
核
心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核心期刊



其
他
核
心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专
著



专
著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专
利



专
利



1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奖
励



奖
励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负责人签字：



代表性成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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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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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经审查，以上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原文一致，“代表性
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

                              学院公章
                           2020  年   7月   17日





2.“参评层次”栏，限填“博士”、“硕士”；



3.“代表性成果情况”栏，仅统计成果数量，且所填成果数量必须与《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中所填的成果情况一致；



4.七大核心期刊，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北大核心）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建议A3纸张打印，请于6月10日前将纸质及电子版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旗山校区行政楼517室），电子邮箱：xkjsb@fjnu.edu.cn。





手机号码：18950478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