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规定 

                           （学 生 专 用） 

毕业论文工作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的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更是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体现。为了认真、优质、高效地完成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和答辩

工作，根据我院教师和毕业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对本次论文指导和答辩工作作

出以下具体规定和要求： 

1.本次论文指导教师由我院统一安排，学生根据指导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

按统一论文格式认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2.论文内容必须由本人独立完成，并要求对论文在网上进行检测重复率，若

发现抄袭或雷同一律不予答辩并以零分计算。 

3.学生按指导教师的要求完成论文提纲、论文初稿，论文初稿（打印文档）

交由指导教师审阅（至少网改 2 次、集中面改 1 次），并要求提供重复率，指导

教师认为合格后，方能参加论文答辩。 

4.论文字数不少于 4000 字，论文封面、字体格式按学院统一规定进行。（格

式附后，也可在继续教育学院网上查阅，网址： http://cce.cqnu.edu.cn） 

5.论文最后定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04 月 10 日，指导教师将于 04 月 13 日前

将审核合格能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名单报教学管理科汇总，安排答辩事宜。 

6.本次毕业论文答辩时间为 2019 年 04 月 20 日下午 2:30（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请学生带论文定稿纸质版一式两份参加答辩。 

7.论文答辩按学生自述、教师提问、学生应答、教师对其论文和答辩情况进

行评议和评分的程序逐项进行。每个学生答辩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 

8.答辩结束后各指导教师将本组学生论文定稿（纸质打印版 1 份及电子档）、

论文评审表交由教学管理科存档。 

9.以上未尽事宜，电话咨询各班主任或学院教学管理科沈红艳老师（65362387）

或谢刚贵老师（65336979）。 

重庆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8 年 12 月 



 

附：继续教育学院本科毕业生论文格式要求及样本参考 

继续教育学院本科毕业生论文格式要求 

1．封面及论文题目 

使用学校统一格式。论文题目宜小不宜大，题目要对论文的内容有高度的概括性，

简明、易读。封面注明： “继续教育学院自考本科毕业论文”（自考学生）或“继

续教育学院成教本科毕业论文”（成教学生）。 

2．目录  

由论文（设计）的章、节、附录等序号、名称和页码组成。由论文之中出

现的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及其对应页码等组成；同时，附上摘要和

参考文献的具体页码。 

3．摘要 

    摘要应简要说明毕业论文（设计）所研究的内容、目的、实验方法、主要

成果和特色，摘要的词汇和语法必须准确，一般为 120－200字；段落缩进 2字

符。 

4. 关键词 

关键词：一般 3－5个，词与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加分

号；段落缩进 2字符。 

5．引言 

简要说明本项研究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正文中不出现“引言”二字。  

6．正文 

    正文要符合一般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毕业论文字数不得少于 4000字。论

文应文字流畅，语言准确，层次清晰，论点清楚，论据准确，论证完整、严密，

有独立的观点和见解。 

    毕业论文内容要理论联系实际，涉及到他人的观点、统计数据或计算公式

的要有出处（引注），涉及到计算内容的数据要求准确。 

数字标题的顺序写法应为：一、 1. （1） ①„„等级。 

7．参考文献 



 

正文结尾要求标注参考文献和附录，具体见范例。  

①.专著教材： 

[序号] 作 者.   书   名[M]. 出版地: 出版社,  出版年:起-止页码. 

[1] 张晓风．中国经济状况[M]. 北京: 经济出版社, 1983:273－275． 

②.期刊文章： 

[序号] 作 者. 文章题 目[J].   期刊名, 出版年(期数):起-止页码. 

[2] 王晓风. 高等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5):12-16. 

③.学位论文、报告等其它类别： 

[3] 张筑生.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 北京: 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  

[4] 冯西桥. 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分析[R]. 北京: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

设计研究院,1997. 

（参考文献中的标点采用英文输入法下的标点符号，以免不一致；同时，

采用后缀[J]\[M]\[C]\[D]\[N]\[R]\[Z]等形式区分参考源本：学术期刊杂志

[J]，专著教材[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纸[N]，报告[R]，其他用[Z]。 

8．论文（设计）打印格式 

（1）打印纸张 

论文（设计）采用 A4规格的纸张打印。页边距采取系统默认设置，行距统一

取固定值 25磅。 

（2）字体、字号 

正文论文题目„„„„„黑体二号；        “目录”字样 „„„„黑体小三号；          

目录正文„„„„„宋体小四；            “摘要”字样„„„„黑体小四加粗； 

摘要正文„„„„„楷体 GB-2312五号；    “关键词”字样„„„黑体小四加粗； 

关键词内容„„„„宋体五号；             一级标题：一、„„„„„黑体小三号； 

二级标题：1.„„„„黑体四号；           三级标题：（1）„„„„黑体小四号； 

正  文„„„„„„宋体小四；             页  码„„„„„„小五号 居中； 

“参考文献”字样„„黑体四号；           参考文献内容„„„小四号仿宋体。 



 

附：格式样本 

（封面） 

 

 重庆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考/成人)本科毕业

论文 

（宋体二号） 
 

 

    论企业文化与激励机制（论文题目，楷体-GB2312 加粗小 2 号居中） 

 

姓    名：  （楷体-GB2312四号加粗）     

准考证号 

学    号：字体同上，自考生填写准考证号，成教生填写学号        

指导教师姓名（楷体-GB2312四号加粗）  职 称 （字体同上）   

邮        编       400047          电 话 （字体同上）   

专业名称          据实填写                 （ 字体同上）  

提交日期    据实填写            答辩日期       据实填写                 

毕 业 学 院     重庆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年  月   日（据实填写） 



 

目 录 

 

摘要································································  页码 

一、×××··························································· 页码 

1. ×××·························································页码 

（1）×××·······················································页码 

（2）×××·······················································页码 

2. ×××·························································页码 

3．×××·························································页码 

（1）×××·······················································页码 

（2）×××·······················································页码 

二、×××··························································· 页码 

1. ×××·························································页码 

（1）×××·······················································页码 

（2）×××·······················································页码 

（3）×××·······················································页码 

2. ×××·························································页码 

3. ×××·························································页码 

三、×××····························································页码 

1. ×××·························································页码 

2. ×××·························································页码 

3. ×××·························································页码 

参考文献······························································页码 



 

（正文） 

论高等教育改革体制的舆论导向 
(采用黑体二号，居中)（如有副标题，则采用黑体小三号，居中） 

 

重庆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  学生姓名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 

指导教师  ×××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 

（空一行） 

摘  要（黑体小四号加粗）：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楷体 GB-2312

五号)。 

关键词 (黑体小四号加粗) ：高等教育；改革；观念（宋体五号） 

 

（空一行） 

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与低关系到中高级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好与坏，

这一直是高等教育界关心的重点问题，但是，目前国内的舆论导向在高等教育体质改革上出

现了片面追求西化的倾向。鉴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当前现实情况及其历史沿革，这种舆论导向

是否可取值得我们研究。（加一段引言以提示学生必须交代论文写作目的和意义） 

一、关于高等教育体制问题（一级标题：黑体小三号加粗，首行缩进 2字符） 

1.高等教育体制（二级标题：黑体四号，首行缩进 2字符，左边对齐一级标题排列） 

（1）高等教育体制（三级标题：黑体小四号，首行缩进 2字符，左边对齐二级标题排列） 

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这一问题又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     （正文：宋体小四号，行距采用固定值 25磅） 

五、结束语/结论/结语 

（正文结束） 

-----------------------------------------  

（空两行） 

 



 

参考文献（采用黑体 4 号，靠左对齐） 

［1］×××××××（小 4 号仿宋体、首行缩进 2 字符，作者、书名等顺序见下面示

例） 

［2］×××××××（小 4 号仿宋体、首行缩进 2 字符，作者、书名等顺序见下面示

例） 

 

 

示例：  

[1] 张晓风．中国经济状况[M]. 北京: 经济出版社, 1983: 273－275． 

[2] 王晓风. 高等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5): 12-16. 

[3] 张筑生.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 北京: 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  

[4] 冯西桥. 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分析[R]. 北京: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

设计研究院,1997. 

（参考文献中的标点采用英文输入法下的标点符号，以免不一致；同时，采用后缀

[J]\[M]\[C]\[D]\[N]\[R]\[Z]等形式区分参考源本：学术期刊杂志[J]，专著教材[M]，论文

集[C]，学位论文[D]，报纸[N]，报告[R]，其他用[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