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研(用人单位兼合作培养单位)

尊敬的领导，您好！

为全面了解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本课题组现开展硕士研究

生培养调研。您提供的信息对本次调研非常重要，请帮助我们认真填写本问卷。此次调研结

果将只用于科研统计分析，不会泄露任何个人信息，请放心填写。

您填写完毕后，烦请继续将此问卷推荐给贵单位人力资源部及招收硕士研究生较多的用

人部门（如研发部门、生产部门、技术管理部门等）负责人填写。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与配合！

请您在填写问卷前，先认真阅读填写说明，尤其是关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即传统的硕

士研究生）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简称专业硕士）的分类。

填写说明：

(1) 请在您认为符合的选项上打“√”或在空格中填写相应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每题限选
一项。您也可通过二维码扫描答题或问卷星网络链接答题。

(2)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分为两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按招生学科门类分为 13大类。学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

考试，全日制学习，学制一般为 2-3年，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为主，侧重于理论教育，毕

业时可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目前包括 39种专业硕士，可分为非全日制在职学习(仅授予学位

证书,俗称单证)和全日制学习(非定向培养或定向培养，其中定向培养为在职人员，授予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俗称双证)。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门类有：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

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艺术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种类有：工商管理硕士、建筑学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硕士、工

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口腔医学硕士、公共卫

生硕士、军事硕士、会计硕士、风景硕士、体育硕士、艺术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翻译

硕士、社会工作硕士、金融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国际商务硕士、保险硕士、资

产评估硕士、警务硕士、应用心理硕士、新闻与传播硕士、出版硕士、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城市规划硕士、林业硕士、护理硕士、药学硕士、中药学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图书情报硕

士、工程管理硕士、审计硕士。

问卷星网络链接地址：http://www.sojump.com/jq/4094937.aspx

调研承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4年 11月

咨询电子邮箱：buaazhangle@163.com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1. 贵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2. 贵单位性质

（1）国有企业（2）外资企业（3）民营企业（4）上市公司（5）行政机关（6）事业单位

（7）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贵单位所在行业

（1）制造（2）银行（3）金融（4）投资（5）租赁（6）保险（7）电信服务

（8）信息系统、互联网服务、电子商贸（9）政府机构（10）交通运输、物流

（11）进出口贸易（12）批发、零售、分销、代理（13）公用事业(水电煤气等)

（14）饭店、旅游（15）建筑（16）房地产开发（17）专业服务(法律)（18）会计

（19）认证（20）管理（21）商业咨询（22）多元化企业（23）学术及研发机构

（24）卫生、医疗保健（2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贵单位所在地

（1）北京市 （2）天津市 （3）河北省 （4）山西省 （5）内蒙古自治区（6）辽宁省

（7）吉林省 （8）黑龙江省（9）上海市 （10）江苏省 （11）浙江省 （12）安徽省

（13）福建省 （14）江西省 （15）山东省（16）湖北省 （17）河南省 （18）湖南省

（19）广东省 （20）海南省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22）重庆市 （23）四川省

（24）贵州省 （25）云南省 （26）西藏自治区 （27）陕西省 （28）甘肃省

（29）青海省 （30）宁夏回族自治区 （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2）香港特别行政区

（33）澳门特别行政区 （34）台湾省

5. 贵单位的员工总数

（1）1-99人（2）100-499人（3）500-999人（4）1000-4999人（5）5000-9999人

（6）10000-49999人（7）50000-99999人（8）100000人或以上

6. 您的职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的年龄是 （1）30岁以下（2）31岁-45岁（3）46岁-55岁（4）55岁以上

8. 您在贵单位主要负责

（1）人力资源管理（2）财务、会计（3）法律（4）销售、市场、品牌

（5）业务运作、生产、分销（6）信息系统、技术管理（7）研究及开发（8）业务发展

（9）行政管理（10）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贵单位有无与高校建立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地 （1）有（2）没有

10. 您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了解程度如何

（1）不了解 （2）仅知一两个(请详细列出) _______________

（3）了解一些（4）很了解 （5）完全了解 （6）完全了解,是全国某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

11-1 贵单位平均每年向硕士研究生提供多少个实习岗位

（1） 0 （2） 1-20 （3） 21-49 （4） 50个以上（请注明）____

11-2 贵单位每年招收的应届硕士研究生里，其中有多少个岗位要求必须是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

（1）多少个(请注明)__________（2）不严格区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第二部分 贵单位招聘硕士研究生情况

12. 贵单位每年招收多少应届硕士研究生

（1） 0个 （2）1-20个 （3）21-49个 （4）50个以上(请注明)__________

13 贵单位是否有硕士研究生招聘定点学校，请选择以下情形

（1）只招对口学校（2）学校无限制，只招对口专业（3）学校和专业均无限制

14. 贵单位招聘的硕士研究生较多的是哪 5所学校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贵单位在选择硕士研究生定点招聘的学校时，主要看中以下哪 3项（多选题）

（1）学生质量（2）学校的名气（3）对在本单位实习学生的满意度（4）校友表现

（5）课程的学习（6）校友在本单位的影响力（7）过去雇佣或实习的记录

16. 贵单位招聘的硕士研究生较多的是哪 5个专业（多选题）

（1）哲学硕士 （2）经济学硕士（3）法学硕士（4）教育学硕士（5）文学硕士

（6）历史学硕士 （7）理学硕士 （8）工学硕士（9）农学硕士 （10）医学硕士

（11）军事学硕士（12）管理学硕士（13）艺术学硕士

以下（14）-（52）选项为专业学位

(14)工商管理硕士 (15)建筑学硕士 (16)法律硕士 (17)教育硕士 (18)工程硕士

(19)临床医学硕士 (20)公共管理硕士 (21)农业推广硕士 (22)兽医硕士 (23)口腔医学硕士

(24)公共卫生硕士 (25)军事硕士 (26)会计硕士 (27)风景园林硕士(28)体育硕士

(29)艺术硕士 (30)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31)翻译硕士 (32)社会工作硕士 (33)金融硕士

(34)应用统计硕士 (35)税务硕士 (36)国际商务硕士(37)保险硕士(38)资产评估硕士

(39)警务硕士 (40)应用心理硕士 (41)新闻与传播硕士 (42)出版硕士

(43)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44)城市规划硕士(45)林业硕士(46)护理硕士(47)药学硕士

(48)中药学硕士(49)旅游管理硕士(50)图书情报硕士(51)工程管理硕士(52)审计硕士

17. 贵单位招聘硕士研究生时，最看重他们的哪三项基本条件（多选题）

(1)毕业学校 (2)专业背景 (3)实习、实践经历

(4)学位类型(学术型或专业型) (5)已学课程设置

18. 贵单位招聘硕士研究生时，最看重他们的哪五项能力（多选题）

(1)人文素养 (2)职业素养 (3)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4)职业实践能力 (5)沟通能力

(6)团队协作能力 (7)组织领导能力 (8)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9)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10)分析能力 (11)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12)适应和反应能力(13)知识迁移能力

(14)创新能力 (15)国际视野 (16)职业发展潜力

19.依您的招聘经验来看，应聘的硕士研究生在以下哪 3项能力急需提高（多选题）

(1)人文素养 (2)职业素养 (3)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4)职业实践能力 (5)沟通能力

(6)团队协作能力 (7)组织领导能力 (8)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9)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10)分析能力 (11)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12)适应和反应能力(13)知识迁移能力

(14)创新能力 (15)国际视野 (16)职业发展潜力

20. 您认为当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高等学校急需在以下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多选题）

(1)课程设置 (2)实践机会 (3)学术训练 (4)培养学生对行业职业了解 (5)与行业合作

(6)接受教育外部质量监督(7)国际交流机会(8)加强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

（9）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贵单位招聘应届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形式有哪三项（多选题）(1)校园招聘 (2)内部推荐

(3)招聘网站 (4)社交网站 (5)人才市场 (6)微信 (7)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



22. 您对已招聘硕士研究生的满意情况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最符合的项下划“√”：

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选项 1 2 3 4 5

工作态度

专业知识

工作能力

团队协作

综合素质

稳定程度

发展潜力

整体质量

23. 贵单位今年招聘应届硕士研究生的岗位计划如何，较之去年

(1)大幅度减少 (2)略有减少 (3)持平 (4)略有增加 (5)大幅度增加

24. 您认为贵单位招聘应届硕士研究生对贵单位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否有支撑作用

(1)有很大支撑 (2)有较大支撑 (3)略有支撑 (4)基本没有

25. 贵单位招聘应届硕士研究生转正后的税前月工资一般为

(1)2000元以下 (2)2001-3000元 (3)3001-5000元

(4)5001-7000元 (5)7001-9000元 (6)9001元以上

26. 您认为我国现在硕士学位的设置是否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

(1)都符合 (2)大部分符合 (3)基本符合 (4)都不符合

27. 请您列出您认为最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前 5个硕士学位（多选题）

（1）哲学硕士 （2）经济学硕士（3）法学硕士（4）教育学硕士（5）文学硕士

（6）历史学硕士 （7）理学硕士 （8）工学硕士（9）农学硕士 （10）医学硕士

（11）军事学硕士（12）管理学硕士（13）艺术学硕士

以下（14）-（52）选项为专业学位

(14)工商管理硕士 (15)建筑学硕士 (16)法律硕士 (17)教育硕士 (18)工程硕士

(19)临床医学硕士 (20)公共管理硕士 (21)农业推广硕士 (22)兽医硕士 (23)口腔医学硕士

(24)公共卫生硕士 (25)军事硕士 (26)会计硕士 (27)风景园林硕士(28)体育硕士

(29)艺术硕士 (30)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31)翻译硕士 (32)社会工作硕士 (33)金融硕士

(34)应用统计硕士 (35)税务硕士 (36)国际商务硕士(37)保险硕士(38)资产评估硕士

(39)警务硕士 (40)应用心理硕士 (41)新闻与传播硕士 (42)出版硕士

(43)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44)城市规划硕士(45)林业硕士(46)护理硕士(47)药学硕士

(48)中药学硕士(49)旅游管理硕士(50)图书情报硕士(51)工程管理硕士(52)审计硕士

28、您认为我国当前硕士研究生的整体质量如何

(1)非常不好 (2)比较不好 (3)一般 (4)比较好 (5)非常好

29. 您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否还有其他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4.贵单位参与本问卷调研的途径

(1)合作学校合作学院邀请，所邀请您参与本次调研的学校和学院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2)某协会或学会邀请，其名称为_______________

(3)朋友推荐 (4)其他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持续改进和健康发展急需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如果您愿意继续接

受本课题组的跟踪调研，期待您留下电子邮箱，以便我们及时与您取得联系，向您咨询，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 QQ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贵单位某些岗位必须招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请您继续回答第三部分题目

第三部分 贵单位招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情况

30.贵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否有偏向，请说明

选择理由

(1)偏向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偏向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根据岗位需要，可能会有不同偏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只注重能力，对学位类型无偏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贵单位是否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聘定点学校，请选择以下情形

(1)只招对口学校 (2)学校无限制，只招对口专业 (3)学校和专业均无限制

32. 贵单位招聘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较多的是哪 5所学校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4）______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贵单位在选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定点招聘的学校时，主要看中以下哪 3项（多选题）

(1)学生质量 (2)学校的名气 (3)对在本单位实习学生的满意度 (4)校友表现

(5)课程的学习(6)校友在本单位的影响力 (7)过去雇佣或实习的记录

34. 贵单位招聘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较多的是哪 5个专业（多选题）

(1)工商管理硕士 (2)建筑学硕士 (3)法律硕士 (4)教育硕士 (5)工程硕士

(6)临床医学硕士 (7)公共管理硕士 (8)农业推广硕士 (9)兽医硕士 (10)口腔医学硕士

(11)公共卫生硕士 (12)军事硕士 (13)会计硕士 (14)风景园林硕士 (15)体育硕士

(16)艺术硕士 (17)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8)翻译硕士 (19)社会工作硕士 (20)金融硕士

(21)应用统计硕士 (22)税务硕士 (23)国际商务硕士 (24)保险硕士 (25)资产评估硕士

(26)警务硕士 (27)应用心理硕士 (28)新闻与传播硕士 (29)出版硕士

(30)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31)城市规划硕士 (32)林业硕士 (33)护理硕士 (34)药学硕士

(35)中药学硕士 (36)旅游管理硕士 (37)图书情报硕士 (38)工程管理硕士 (39)审计硕士

35. 贵单位招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时，最看重他们的哪一项基本条件

(1)毕业学校 (2)专业背景 (3)实习、实践经历 (4)所学课程

36. 贵单位招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时，最看重他们的哪五项能力（多选题）

(1)人文素养 (2)职业素养 (3)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4)职业实践能力 (5)沟通能力

(6)团队协作能力 (7)组织领导能力 (8)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9)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10)分析能力 (11)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12)适应和反应能力 (13)知识迁移能力

(14)创新能力 (15)国际视野 (16)职业发展潜力

37.依您的招聘经验来看，应聘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以下哪 3项能力急需提高（多选题）

(1)人文素养 (2)职业素养 (3)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4)职业实践能力 (5)沟通能力

(6)团队协作能力 (7)组织领导能力 (8)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9)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10)分析能力 (11)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12)适应和反应能力 (13)知识迁移能力

(14)创新能力 (15)国际视野 (16)职业发展潜力

38. 贵单位招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形式有哪三项（多选题）

(1)校园招聘 (2)内部推荐 (3)招聘网站 (4)社交网站 (5)人才市场 (6)微信 (7)其他_______



39. 您对已招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满意情况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

项：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选项 1 2 3 4 5

工作态度

专业知识

工作能力

团队协作

综合素质

稳定程度

发展潜力

整体质量

40. 贵单位今年招聘应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岗位计划如何，较之去年

(1)大幅度减少 (2)略有减少 (3)持平 (4)略有增加 (5)大幅度增加

41. 您认为贵单位招聘应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对贵单位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否有支撑作用

(1)有很大支撑 (2)有较大支撑 (3)略有支撑 (4)基本没有

42．贵单位招聘应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转正后的税前月工资一般为

(1)2000元以下 (2)2000-3000元 (3)3001-5000元 (4)5001-7000元

(5)7001-9000元 (6)9001元以上

43．您认为我国现在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是否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

(1)都符合 (2)大部分符合 (3)基本符合 (4)都不符合

44 请您列出您认为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前 5个专业硕士学位（多选题）

(1)工商管理硕士 (2)建筑学硕士 (3)法律硕士 (4)教育硕士 (5)工程硕士

(6)临床医学硕士 (7)公共管理硕士 (8)农业推广硕士 (9)兽医硕士 (10)口腔医学硕士

(11)公共卫生硕士 (12)军事硕士 (13)会计硕士 (14)风景园林硕士 (15)体育硕士

(16)艺术硕士 (17)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8)翻译硕士 (19)社会工作硕士 (20)金融硕士

(21)应用统计硕士 (22)税务硕士 (23)国际商务硕士 (24)保险硕士 (25)资产评估硕士

(26)警务硕士 (27)应用心理硕士 (28)新闻与传播硕士 (29)出版硕士

(30)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31)城市规划硕士 (32)林业硕士 (33)护理硕士 (34)药学硕士

(35)中药学硕士 (36)旅游管理硕士 (37)图书情报硕士 (38)工程管理硕士 (39)审计硕士

45. 您所了解的现已设置的专业学位中，有哪几个不符合社会需求，需要调整（多选题）

(1)工商管理硕士 (2)建筑学硕士 (3)法律硕士 (4)教育硕士 (5)工程硕士

(6)临床医学硕士 (7)公共管理硕士 (8)农业推广硕士 (9)兽医硕士 (10)口腔医学硕士

(11)公共卫生硕士 (12)军事硕士 (13)会计硕士 (14)风景园林硕士 (15)体育硕士

(16)艺术硕士 (17)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8)翻译硕士 (19)社会工作硕士 (20)金融硕士

(21)应用统计硕士 (22)税务硕士 (23)国际商务硕士 (24)保险硕士 (25)资产评估硕士

(26)警务硕士 (27)应用心理硕士 (28)新闻与传播硕士 (29)出版硕士

(30)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31)城市规划硕士 (32)林业硕士 (33)护理硕士 (34)药学硕士

(35)中药学硕士 (36)旅游管理硕士 (37)图书情报硕士 (38)工程管理硕士 (39)审计硕士

46 您认为还应该增设哪些专业学位，以满足社会需求，请给出建议的未来专业学位名称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7. 您认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导向方面应该

具有以下哪种特性 （1）特别偏向理论性，没有实践（2）理论性很强，略有实践性（3）理

论与实践并重（4）实践性很强，略有理论性 （5）特别偏向实践，没有理论知识



48您认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方面具有以

下哪种特性 （1）特别偏向理论性，没有实践 （2）理论性很强，略有实践性

（3）理论与实践并重 （4）实践性很强，略有理论性 （5）特别偏向实践，没有理论知识

49.您认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服务导向方面具有以

下哪种特性 （1）特别偏向学术性，没有应用性 （2）学术性很强，略有应用性

（3）学术性和应用性并重（4）应用性很强,略有学术性（5）特别偏向应用性，没有学术性

50. 您认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人才特性方面具有以下

哪种特性

（1）特别偏向专门型，没有复合型 （2）专门型很强，略有复合型

（3）专门型与复合型并重 （4）复合型很强，略有专门型

（5）特别偏向复合型，没有专门型

51. 您认为当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高等学校亟需在以下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请选择

1-3项） (1)课程设置 (2)实践机会 (3)学术训练 (4)培养学生对行业职业了解(5)与行业合作

(6)接受教育外部质量监督(7)国际交流机会(8)加强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

（9）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您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否还有其他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贵单位与高校建立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地，请您继续回答第四部分题目

第四部分 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情况

53. 与贵单位签订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协议的学校主要有几所，请填写前五所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 贵单位合作培养的专业学位主要有多少个，请填写前五个专业学位（多选题）

(1)工商管理硕士 (2)建筑学硕士 (3)法律硕士 (4)教育硕士 (5)工程硕士

(6)临床医学硕士 (7)公共管理硕士 (8)农业推广硕士 (9)兽医硕士 (10)口腔医学硕士

(11)公共卫生硕士 (12)军事硕士 (13)会计硕士 (14)风景园林硕士 (15)体育硕士

(16)艺术硕士 (17)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8)翻译硕士 (19)社会工作硕士 (20)金融硕士

(21)应用统计硕士 (22)税务硕士 (23)国际商务硕士 (24)保险硕士 (25)资产评估硕士

(26)警务硕士 (27)应用心理硕士 (28)新闻与传播硕士 (29)出版硕士

(30)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31)城市规划硕士 (32)林业硕士 (33)护理硕士 (34)药学硕士

(35)中药学硕士 (36)旅游管理硕士 (37)图书情报硕士 (38)工程管理硕士 (39)审计硕士

55. 您认为贵单位参与专业学位学生培养以下环节的程度如何？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

最符合的项：1-->5表示完全不参与->完全参与

项 目 1 2 3 4 5

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

参与招生环节

参加授课

派出专门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实践

派出校外老师指导学生学位论文

参加合作学校的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或小组

作为社会团体组织或成员参与专业学位教育评价活动

作为社会团体组织或成员参与职业资格相关认证活动



56. 贵单位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已提供的实践基地的数量共有多少个

(1)0 (2)1-5 (3)6-10 (4)11-15 (5)16-20 (6)21个以上（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

57. 实践基地提供的校外导师(或现场工作人员)年均有多少人

(1)0 (2)1-20 (3)21-49 (4)50个以上（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8. 实践基地提供的校外导师质量(或现场工作人员)的能力水平如何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59. 实践基地提供的校外导师(或现场工作人员)责任心(投入程度)如何

(1)非常弱 (2)比较弱 (3)一般 (4)比较强 (5)非常强

60. 实践基地对校外导师(或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学生专业实践的激励机制如何

(1)非常不好 (2)比较不好 (3)一般 (4)比较好 (5)非常好

61.以下关于贵单位提供实践基地的描述，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表示非

常不好->非常好

1 2 3 4 5

贵单位这类实践基地管理质量

实践基地的条件（设施、环境）如何

实践基地对学生参与专业实践的激励机制

实践基地在专业学位培养中的整体效果

62. 贵单位合作的主要专业学位所对应的职业岗位是否明确职业准入要求 (1)是 (2)否

63. 贵单位是否为合作学校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的现实问题”

的论文选题 (1)是 (2)否

64. 贵单位是否为合作培养项目提供补贴 (1)是 (2)否

65. 贵单位是否为合作培养项目提供专项基金 (1)是 (2)否

66. 贵单位是否优先提供给合作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习机会 (1)是 (2)否

67. 贵单位每年为合作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多少个实习岗位

(1)0 (2)1-20 (3)21-49 (4)50个以上（请注明）____

68. 贵单位合作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习时间一般是

(1)3个月以内 (2)3个月以上，6个月以内 (3)6个月以上，9个月以内 (4)9个月及以上

69. 贵单位今年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实习的岗位计划如何，较之去年实习岗位

(1)大幅度减少 (2)略有减少 (3)持平 (4)略有增加 (5)大幅度增加

70. 贵单位支付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月度实习津贴一般为

(1)无津贴 (2)只有饭补 (3)500元以下 (4)500-1000元 (5)1000元以上（请注明）____

71. 贵单位是否优先录用合作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是 (2)否

72. 对合作学校的合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73. 对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6)不太了解

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