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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介绍

（一）发展沿革

1985 年，深圳大学建立大众传播学科，在全国首创公共关系专业教育。

1989 年，建立广告学本科专业，是全国最早建立广告学专业的三所

高校之一。

1990 年，由中文系、外文系和大众传播系共建为中国文化与传播系。

1997 年，建立文学院，恢复传播系建制。

2006 年，成立传播学院。

2011 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8 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8 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二）学院规模、专业架构和人才培养

传播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1300 余人，研究生 170 余人。现有广告学、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共三个本科专业。传播学院现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权；与城市治理研究院合作参与创建了“政

治传播”二级学科博士点，并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培养新闻传播学博士研

究生。传播学院坚持办学质量第一，科研强院。新闻传播学学科为广东省

重点优势学科，广告学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

业。建设了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视频公

开课程。学院在国内高校中享有很好的学术声誉，是中国传播学会、中国

广告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学专业委员会等重要学术团体的创

办单位之一。

学院创建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立了系统的传媒实验教学体

系。为师生从事新闻采编、摄影、电视摄像、播音主持、广告设计、网络

新媒体设计、电话调查、传播研究提供了优良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支持。

学院创办的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是广东省高校最先建立的新闻传播

学科重点研究基地，是华南地区新闻传播学研究重镇和新型智库。

学院在大型媒体集团、著名广告公司、网络新媒体企业建立了数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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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基地，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学院大力推进教育国际

化，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威尔

士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每年派出同学前往日本、

美国、韩国、英国及港、台等地高校交流学习。

学生在校作品分别获得“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国广告协会学院奖”、“时报金犊奖”、“大学

校园学报新闻奖”的大学生学科竞赛的最高奖项。1999 年至今，学生获

得省级及以上各类学科专业竞赛奖项共计 1500 多项，彰显了强劲的专业

竞争力。

学院毕业生受到海内外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政府部门和许多企事

业单位的欢迎。在中国新闻社、凤凰卫视、南方传媒、香港明报周刊、深

圳广电集团、报业集团、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华润、万科……到处都

活跃着学院培养的优秀学子，他们已经成为南方传媒和创意产业的中坚力量。

（三）师资队伍

学院现已建成一支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学术实力雄厚、实践经验丰富

的专业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55 名，其中正副高级职称者占 60%。教

师中毕业于海外名校及具有海外访学深造经历的占 52.7%。拥有教育部教

指委、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省“千百十优秀人才”、

深圳市优秀教师等 9 人；有 12 位教师从新闻传播和广告业界引进，具有

丰富的实战经验，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2%。此外，学院数位教师先后获选

为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和数字媒体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内各类学会副

会长或常务理事。

（四）学院学科建设情况

1、 2005 年，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广东省高等学校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 2007 年，创建省级精品课程 1门；2008 年，创建国家精品课程

1门。

3、 2008 年，传播学科获评为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

4、 2009 年, 传媒实验教学中心获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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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传媒实验教学中心通过验收,成为深圳大学首个“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5、 2010 年，获得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6、 2011 年，广告学专业获评为广东省特色专业。

7、 2011 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8、 2012 年，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被评为广东省重点优势学科。

9、 2012 年，创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1门。

10、2013 年，创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

11、2017 年，广告学专业获评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12、2017 年，创建广东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3、2018 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14、2018 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传播学院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已经跃居广东省高校同类专业前茅，总

体实力在全国地方高校中名列前茅,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竞争力排行

也位居前列。

（五）学院学术水平和特色

本院教师主要学术方向有大众传播和文化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变迁研

究、新闻和舆情研究、广告品牌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等。

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准，扎根当地，为解决深圳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社会问题开展多项长期的资政服务研究。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涵盖了

国家级、省、市及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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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院研究生专业及研究方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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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院 2019 级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新闻传播学学术型硕士 2019 级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传播学院 培养类别 学术硕士

一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新闻传播学 0503 学制 3

适用年级 从 2019 级开始适用 修订时间 2018 年 5 月

学科简介

本学科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属广东省

优势重点学科（一级学科），下设传播学、新闻学、广告与传媒经

济、视觉传播与创意产业等二级学科方向。

覆盖二级

学科（研究

方向介绍）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与传媒经济；视觉传播与创意产业；

学分 总学分： 26 必修： 20 选修：6

培养目标

作为特区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紧密结合深圳创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示范区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需求，尤其是面向主流

新闻媒体、新兴媒体和文化产业需求，立足改革开放实践，把握

国际传播态势，以“新实践、新问题、新知识”为学术取向，以“全
媒体、产学研、国际化”为战略布局，聚焦新闻传播和传媒产业发

展的重大问题，为地方善治、创新驱动和社会建设提供高水平的党

政决策智库和产业发展人才。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和社

会责任感，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具有从事

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熟练掌

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中外互

译、撰写外文论文摘要和优良的听说能力。

（3）能够将理论知识和传媒实践相结合，在新闻、广播电视、

网络新媒体、广告、编辑出版、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管理或文化

产业等领域，具备某一方面的实务操作能力。

科研能力及 （一）能承担导师安排的科研工作，完成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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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等要求 （二）能在导师组的指导下完成学年论文并获得学分；

（三）在校期间参加由学院统一组织的媒体专业实践，专业

实践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并经由媒体单位负责人鉴定考核。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必修

公共必修课 6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第一学期

考试

考查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第一学期 考试 人文

基础外语 3 第二学期 考试

专业必修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新闻传播学理论 2 第一学期 考试

专业英语 1 第一学期 考试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 2 第一学期 考试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二 2 第一学期 考试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基础

（论文写作指导）
1 第二学期 考查

新闻学研究（新闻方向必选，

其他方向任选）
2 第二学期 考试

文化研究

（传播学方向必选，其他方向

任选）

2 第二学期 考试

广告学研究（广告方向必选，

其他方向任选）
2 第二学期 考试

视觉传播研究（视觉传播与创意

产业方向必选，其他方向

任选）

2 第二学期 考试

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 4学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

讲座（各方向必选）
1 各个学期

登记

次数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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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新闻传播学导师系列讲座

（各方向必选）
1 第一学期 考查

学年论文（各方向必选） 1 第三学期 考查

社会实践 1 第四学期

专业选修

专业选修 选课人数应达到 1/3
（以主选专业学生人数为基数）

6学分

大众传媒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传播统计学 2 第二学期 考试

传播政治经济学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传播伦理与法规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新媒体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数字营销传播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传媒经济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品牌传播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视觉修辞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试

数字媒介与视觉创意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查

当代摄影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查

城市文化空间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查

创意产业研究 2
第二/三
学期

考查

其他要求 新闻学概论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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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不属

于新闻传播

学一级学科

的专业、如同

等学力或跨

专业补本课

程等的研究

生，由导师制

定研究生的

本科课程选

修计划，学院

审核批准，要

求其与本科

生一起参加

该门课程的

考试，考试及

格视为该门

课程的补修

通过。）

传播学理论 考查

广告学概论 考查

其他培养环节及要求

其他培养

环节
内容或要求

考核

方式
备注

中期筛选

1.修满规定课程学分；

2.完成必修环节培养；

3.获得学年论文学分；

考查

开题报告
1.按二级学科方向组织，导师组把关；

2.选题须前沿、有创新性；
考查

教学或社会

实践

须经实践单位负责人鉴定并经学院主管领

导考核合格为有效，教学实践由学院统一组织，

为 100学时每人；社会实践由学生自行联系。

考查

研究

生个

人自

由兼

职不

作为

教学

或社

会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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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期

检查

秋季学期结束前交论文初稿，春季开学第一周交

定稿，否则自动延期毕业。
考查

学位论文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等方面的要求。各学院

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学位论文应达到的学术水平、工作量以及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等提出具体要求。

1.论文须学风严谨规范，有一定的创新性，表现出一定的科研

能力；

2.论文预答辩须经至少三位导师组成的预审小组审核通过，方

能提出答辩申请。预答辩不予通过的论文将延期半年才能再次参

加预答辩；

3.预答辩通过的论文需提交学院进行学术规范检索审查，其中

查重率不能超过 10%。严重违规的论文将被取消答辩资格；

4.论文须经两位副教授以上专家匿名评审通过方可提交正式

答辩；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选填）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1 新闻与传播研究

2 现代传播

3 新闻大学

4 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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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 2019 级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传播学院 系

专业

（领域）名称

新闻与传播

专业学位硕士

专业（或领域）

代码
0552

适用学生类型 ■全日制□在职 学位级别 专业学位硕士

适用年级
从 2019 级开始

适用
修订时间 2019 年 6 月

学制及学习

年限

全日制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生）

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因特殊情况可经导师、所在培养单

位向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申请适当延长，但总学习年限不

得超过 5 年。

学分
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必修课 20 分，选修课不低于

10 分，必修环节（专业实践）6 分。

培养目标

按照“一轴四维”标准培养专业学位人才：确立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思想主轴，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

职业道德素养，具备专业化、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的

素质能力，既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又深刻

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

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是：

1.面向业界培养具备健康知识且有效解决健康传播问

题的人才；

2.面向企业培养有效融合数字技术、市场数据分析和

创意表达的新一代品牌整合营销传播人才；

3.面向新闻媒体，培养融合新闻内容生产和经营管理

人才；

4.面向网络和新媒体行业，培养内容创意、视听设计、

信息资源管理和市场运营的人才。

培养方向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JC）培养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新闻

传播专业实践和应用。分为四个培养方向：

1.健康传播：主要研究大众健康传播的规律，包括个

体和组织层面的健康传播、医患沟通的研究，社会、文化

和政策因素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过程中的危机，

以及一些切合中国全民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传播议题（如

防治艾滋病等）的研究，培养具备传播学和公共卫生健康

知识、适合于在公共政策、公共卫生、文明宣传和教育等

部门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2.数字营销传播：主要研究数字时代的品牌营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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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广告和创意设计、数字媒介资源开发和网络广告公

关运营管理，面向企业和市场，培养有效融合数字技术、

能进行市场数据分析和创意表达的新一代品牌整合营销传

播人才。

3.融合媒体新闻：主要研究融合新闻内容生产的体制

机制、新型新闻采写编评、数据新闻、数字新闻平台内容

管理、新闻产品创意设计、跨平台新闻舆论引导，以及体

现特区创新特点的科技传播，培养融合媒体新闻记者、编

辑和运营管理人才。

4.视听传播：主要研究视听媒体产品内容的构思、策

划、创作、制作、市场运营、视听文化评论等。聚焦影视、

广播、摄影、网络视频、网络音频、电子游戏等类型文化

产品和节目的创意策划、内容创作和制作生产、产品测试、

发行出版及版权保护等，培养适合于数字化时代的从事内

容创作和运营管理的创意型人才。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是否

实务

实践

课程

备注

（是否必

选等）

必修

基础外语 3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专业英语 1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论文写作基础 1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新闻传播学理论 2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2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新媒体研究 2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媒介经营与管理 2 第二

学期
否 必选

媒介伦理与法规 2 第一

学期
否 必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

闻传播业务系列讲座
2 第二

学期
是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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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健康传播理论与方法 2 第二

学期
否 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前沿 2 第二

学期
否 健康传播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2 第二

学期
是 健康传播

数字营销传播 2 第二

学期
否

数字营销

传播

品牌构建与传播 2 第二

学期
否

数字营销

传播

创意沟通与表现 2 第二

学期
否

数字营销

传播

中外融合媒体发展 2 第二

学期
否

融合媒体

新闻

数字新闻实务 2 第二

学期
是

融合媒体

新闻

融合新闻采访与报道 2 第二

学期
是

融合媒体

新闻

视听传播理论与批评 2 第二

学期
否 视听传播

视听传播实务 2 第二

学期
是 视听传播

视听策划与创意 2 第二

学期
是 视听传播

其他培养环节及要求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要求
培养环节

安排时间

学

分

1.专业实践

专硕生在培养期间需有计划地参加专业

实践（第三学期）：

1.须在新闻与传播机构从事全职专业实

习 6个月；

2.实习内容为专业调研、项目策划、采访

编辑、创意设计等，并取得相应工作成果；

3.实习单位针填写《专业硕士研究生实习

报告书》，作出实习合格与否的鉴定；

4.第三学期末进行专业实践演示汇报，导师

组作出鉴定。

第二学期末

（7月份

开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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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研究

（设计）

开题报告

1.由个人独立完成毕业专业研究（设计）；

2.毕业专业研究（设计）的主要形式为：

（1）专题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或实

验研究报告）：切实针对新闻和传媒发

展的实际问题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

提出具有对策价值的观点、数据和建议；

或结合某一新闻和传媒产品进行实验测量，

提供真实可信的数据分析和评估结论。

（2）媒体内容创作类：要求符合社

会主义价值观，内容原创，独立完成；同时

提交 1 篇与作品主题相关的研究报告，要求

有较高实用价值，符合学术规范，达到发表

水平。

（3）项目研发策划类：包括新闻和

传媒行业中的栏目或节目策划、网站或

公众号开发策划、品牌营销传播策划、

健康促进计划、公共传播、政务传播、

教育传播、各类行业传播策划、公共策

展计划、文化创意产业策划、新媒体科

技产品研发等。策划报告应突出社会应

用价值、创新性、可行性、可操作性。

策划报告书须附 1 份有针对性的市场调

研报告。

3.实施双导师指导。

第二学期末

3.中期考核

1.政治思想素质考核合格；

2.成绩考核要求：必修课成绩各门 75 分

及以上、其它课程成绩须 60分或合格及以上；

3.专业实践考核合格（由实习单位鉴定及

导师组鉴定）

未通过中期考核由导师提出意见经指导

小组讨论决定是否延期或终止专硕生培养，

由学校发肄业证书。

第三学期末

4.专业研究

（设计）预

答辩

1.具有成熟的专业研究（设计）成果；

2.双导师指导，本院导师为第一责任人；

3.如未通过预答辩，将给予学业警示，将

延期半年。

第四学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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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研究

（设计）毕业

审核与答辩

及授予学位

1.双导师共同审核，本院导师为第一

责任人；

2.预答辩通过后提送校外专家（两

名校外专家，其中一名为业界专家）匿

名审核；

3.通过毕业答辩（答辩委员会由 5
名专家组成，其中一名为副高职称以上

的校外专家或业界高级专家）；

4.经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审核授予专业硕

士学位。

第四学期

本学科主要教材、文献及目录

1 新闻与传播研究

2 现代传播

3 新闻大学

4 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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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传播学学术型博士 2019 级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传播学院 培养类别 博士（学术型）

一级学科名称

及代码
新闻传播学（0503） 学制 3年

适用年级 从 2019 级开始适用 制定时间 2018年 6月

学科简介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总结人类社会

信息传播、社会交往、新闻传播、传媒产业和媒介文化规律的学

科。本学科立足中国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实践，以研究网络化数字化市场化

国际化环境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为主要内容，并利用深圳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区位特点，进

行能体现时代性、前沿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服务党和国家新闻传

播事业、服务传媒和创意产业、服务社会建设与发展。

本学科设置四个研究方向：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与传

媒经济学、创意媒体与城市传播。

1.传播学：从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视角，立足深圳城市特点，

研究媒介化社会交往、城市公共传播、新媒体传播社会效应等。

2.新闻学：从国际化视野，结合深圳新闻传媒转型发展，比

较研究中外新闻传媒转型、党报改革、融合媒体新闻生产及舆论

主导等。

3.广告学与传媒经济学：从媒介数字化趋势着眼，结合深圳

网络新媒体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际，研究数字营销传播新业

态、创意新思维等。

4.创意媒体与城市传播：从城市空间地理网络与媒介、创意

艺术交汇的基点、从数字化媒介创意设计和传达的基点，整合人

文地理学、文艺美学、电影学、艺术设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等形成

跨学科研究；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城

市群的创意产业新业态和城市文化传播新生态。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系统的新闻传播专业知识、

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富有创造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能从事

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领域教学与研究的高层次学术人才以及

新闻和传播等部门的高级专业工作者。

具体要求是：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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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人文素养，以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

竭诚为人类和国家发展服务。

2.具有坚实宽厚的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新

闻传播专业知识；深入了解本专业研究已有成果和最新进展，具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以及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和业务工作

的能力；能承担高水平项目科研及中外学术交流任务；能主讲一

门或一门以上本专业课程。

3.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查阅外文文献

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外语写作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4.身体健康，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学习年限

（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

为三年，因特殊情况可经导师、所在培养单位向学校研究生管理

部门申请适当延长，但总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5年。

（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五年。

培养方式

（一）博士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采取博士生导师为主

培养，并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指导小组以博士点学术梯

队专任教师为主体，或由本学科专家 3-5 人组成。博士生导师和

指导组共同指导博士生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按照培养计划各个环

节严格实施。

（二）博士生培养计划，要明确研究方向，包括课程学习、

学术研究、教学实践、学术交流、完成学位论文等主要环节，每

一环节有时间进度、具体标准要求和监督评估措施。

（三）根据人才培养实际情况和国际化、创一流的发展目标，

可以采取与国（境）内外名校交流培养或联合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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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计划表

课程学习应修总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 15 学分，公共选修和必修环

节 4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8学分。

类

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讲授

形式

考核

方式
要求

公
共

选
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1 36 中文 考试

平均

≥75分

学

位

课

程

外语
基础外语综合 4 120 英文 考试

专业外语 1 40 英文 考试

政治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
2 36 中文 考试

基础

理论课

新闻传播学经典

文献研读
3 60 中文 考试

新闻传播学研究

前沿
3 60 中文 考试

专业课

（可二选一）

质化研究 2 40 中文 考试

量化研究 2 40 中文 考试

选
修
课

选修课

传播思想史 2 40 中文 考试

≥60分

媒介发展研究 2 40 中文 考试

传播效果研究 2 40 中文 考试

高级统计 2 40 中文 考试

全球传播研究 2 40 中文 考试

视觉传播 2 40 中文 考试

补修课程 导师考核 考查 通过

必
修
环
节

文献阅读（开题报告） 2
导师考核 考查 通过

学术活动 1

中

期

考

在第三学期课程学习结束后，导师及指导小组检查学生个人培养方案

执行情况:
1. 成绩考核要求：学位课成绩各门 75 分及以上、其它课程各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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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60 分及以上；

2. 政治思想素质、科学研究能力考核：导师及指导小组评估确认。

通过中期考核可继续科学研究并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未通过中期

考核由导师提出意见经指导小组讨论决定是否延期或终止博士生培养，由

学校发肄业证书。

学

术

研

究

博士生通过以下方式从事学术研究：

1.参与导师主持的高水平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

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考核要求：

第一 必须发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是须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①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中文核心期刊/C刊 2篇；

②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权威期刊或 SSCI1 篇；

第二必须参加导师主持的高水平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由导师对其研

究工作状况给予合格评价；

第三必须参加国（境）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并作发言 2 次及以上，国

外高层次学术会议并作发言 1 次（注：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可以其本人导

师为第一署名）

第四博士生经过批准到国内外名校本专业访学交流，如完整修读对方

课程回校后提交成绩证明可申请学分认定。

上述博士生学术能力及发表的成果在其提交学位论文申请的同时交由

导师和学院研究生秘书负责审验。

教

学

实

践

博士生在培养期间，须为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独立主讲一门专业课程

（可包括创新短课或实验课程），取得学院合格评价。

学

位

论

文

1.博士学位论文应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写

作需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进度审查、预答辩、通讯评审、论文答辩等主要

环节；

2.开题报告：博士生应在通过中期考核后提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

过导师和指导小组评议通过方可进入论文研究和写作；开题报告需包括选

题意义陈述、相关文献综述、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陈述、内容基本框架、

研究计划进度等主要内容；博士生在开题报告后如要求更换题目，需要书

面陈述更改理由，并经过导师和指导组同意后另行提交开题报告审议；

3.论文中期进度审查：一般在开题报告通过后一个学期由导师和指导

小组对博士生学位论文写作进行中期进度审查，主要审查研究生的研究工

作进展情况和已经取得的中期成果；

4.预答辩和通讯评审：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同意可以在

指导小组内（3-5 位教授参加）进行预答辩，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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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提出修改意见；预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可按照大学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提送校外专家通讯评审，通讯评审专家原则上应为本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通讯评审采取匿名方式进行；通讯评审通过后的论文方可提请正式答辩；

5.博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如下：

（1）应体现出博士生在所属学科和专业领域做出的创造性学术成果，

有鲜明的前沿问题意识，在理论观点、材料和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一定的原

创性，对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具有学术价值；

（2）博士学位论文篇幅一般应在 10万字以上，应包括：独创性声明、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题目、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论文主体部分、

参考文献、注释和必要的附录说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必须符合学术规范；

论文需逻辑严谨、资料充实、体例规范、语言通畅；

（3）严禁在学位论文、学术论文中出现剽窃、抄袭等学术违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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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院职能部门

序

号
主要职能部门办公室 负责老师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1 广告系主任办公室 钟书平 主 任 86581207 L7-825

2 广告系副主任办公室 张 燕 副主任 26536040 L7-823

3 新闻系主任办公室 彭华新 主 任 86581224 L7-819

4 新闻系副主任办公室 张田田 副主任 26535010 L7-818

5 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办公室 王建磊 主 任 26536029 L7-817

6 网络与新媒体系副主任办公室 柯力嘉 副主任 86581249 L7-815

7 学院党政办公室
余宗蔚 主 任

王秋亚 老 师
26535207
26535374 L7-913

8 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
邓慧娟 老 师

王楷宇 老 师
26534913
26534402 L7-822

9 学院团委、学院学生

工作办公室

罗艳萍 老 师

李桂瑜 老 师

李 莉 老 师

肖雨博 老 师

26536005
26532386 L7-816

10 学院研究生教学与

管理办公室

蒋小艳 老 师

余 芳 老 师

王 烨 老 师

26975623 L7-824

11

深圳大学

传媒实验

教学中心

(国家级

示范中心)

办公室
严嘉伟 主任助理

张 瑜 老 师
26958508
26534626 L7-707

12 办公室 黄晓东 副主任 26534106 教学楼

D座 238

13 器材管理室 余依霖 老 师 26537137 教学楼

D座 312

14 演播厅

中控室
付 豪 老 师 26534107 教学楼

D座 235

15 全媒体

实验室
简刚晖 老 师 26534097 金工坊 208

* 传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待搬迁后，相关信息会更新，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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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网址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http://cmc.szu.edu.cn

深圳大学传媒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示范中心）

http://clc.szu.edu.cn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http://media.szu.edu.cn

传媒实验教学中心规定及表格下载

http://clc.szu.edu.cn/glzd.asp

深圳大学研究生院 https://gra.szu.edu.cn/

深圳大学图书馆 http://www.lib.szu.edu.cn/

深圳大学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http://ehall.szu.edu.cn/new/index.html

深圳大学住宿管理系统 http://xszs.szu.edu.cn/

http://clc.szu.edu.cn/glz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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