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阳永进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市东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长沙市东汇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

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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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杨妮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好乐玩具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深圳市好乐玩具出口有限

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

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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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喻灿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富士山科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深圳市富士山科技有限公

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

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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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李洪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深圳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

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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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丁玉珍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伊莎尔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伊莎尔有限公司跨境电子

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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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李丽华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小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深圳市

小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跨

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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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罗施思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州贸友谊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广州贸友谊贸易有限公司

对外贸易优化方案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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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谭蓉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达顺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达顺贸

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

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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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戴烨烨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江苏天鸿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江苏天鸿纺织品有限公司

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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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陈超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东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长沙东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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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王玉梅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宁波璀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宁波璀

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出口

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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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李路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星明外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长沙星明外贸有限公司对

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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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黄婷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浏阳市金口日升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浏阳市

金口日升贸易有限公司对

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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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郭丹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东爱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广东爱尚食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

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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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汤唏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天明路漫索电子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天明路漫索电子限公司出

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  – 30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廖婧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永州宏伟针织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永州宏伟针织有限公司出

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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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古萃君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湘繁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长沙湘繁贸易有限公司对

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  – 3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严雨顺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东顺事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广东顺事泰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

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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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郑佳成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邦通商贸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长沙邦通商贸有限公司出

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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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廖小英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浙江泰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浙江泰迪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

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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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谢鹏辉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州华源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广州华源有限公司跨境电

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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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罗娇玲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卓瑞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卓瑞进

出口贸易集团公司对外贸

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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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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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吴文娟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商贸服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商贸服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在对外贸

易中人才培养和引进是否合

理，降低出口商品的成本是

否合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人才培养和引

进是否合理，降低出口商品的成

本是否合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注意毕业设

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性、

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专业人

才培养和引进、降低出口商

品的成本和推进国际品牌的

提升是否合理。 

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降低出口

商品的成本和推进国际品牌的提

升基本合理；开始思考人才引

进、经费预算、品牌提升部分内

容的设计。注意毕业设计的逻辑

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

等。 

7 

2019/1

2/14 

——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专业人

才培养和引进的与现实对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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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

2/27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意降低出口商品的成本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注意推进国际品牌的

提升出现的经费企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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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罗婷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爱格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长沙爱格贸易有限公司对外

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加强专业

人员招聘、严格把控产业

链，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加

大企业对外贸易产品研发经

费投入是否合理，随后给出

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

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加强专业人员

招聘是否合理，严格把控产业

链，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否合

理，加大企业对外贸易产品研发

经费投入是否合理，随后给出的

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注意

毕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

践性、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加强专

业人员招聘、严格把控产业

链，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加

大企业对外贸易产品研发经

费投入是否合理。 

加强专业人员招聘、严格把控产

业链，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加大

企业对外贸易产品研发经费投入

是否合理基本合理；开始思考人

才引进、经费预算、出口产品品

质提升部分内容的设计。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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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1

2/14 

—— 

2019/1

2/27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专业人

员招聘与现实对接，注意严格把

控产业链，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注意加大企业

对外贸易产品研发经费投入出现

的经费企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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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廖慧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浙江运来木业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浙江运来木业有限公司对外

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开拓新的

出口市场、提高出口产品附

加值和加强对外贸人员的培

养是否合理，随后给出的解

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开拓新的出口

市场是否合理，提高出口产品附

加值是否合理，加强对外贸人员

的培养是否合理，随后给出的解

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开拓新

的出口市场、提高出口产品

附加值和加强对外贸人员的

培养是否合理。 

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高出口产

品附加值和加强对外贸人员的培

养是否合理；开始思考人才引

进、经费预算、出口产品品质提

升部分内容的设计。注意毕业设

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性、

可行性等。 



 

-  – 50 

7 

2019/1

2/14 

—— 

2019/1

2/27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开拓新

的出口市场与现实对接，注意提

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注意外贸人员的培养出现

的经费企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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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曹思琴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东省丝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广东省丝绸有限公司对外贸

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打造一个

国际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

提高公司创新力、实施一套

先进人才战略和制定科学创

新用人机制是否合理，随后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

行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打造一个国际

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是否合理，

提高公司创新力是否合理，实施

一套先进人才战略和制定科学创

新用人机制是否合理，随后给出

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注

意毕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

实践性、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打造一

个国际品牌提高产品知名

度、提高公司创新力、实施

一套先进人才战略和制定科

学创新用人机制是否合理。 

打造一个国际品牌提高产品知名

度、提高公司创新力、实施一套

先进人才战略和制定科学创新用

人机制是否合理；开始思考人才

引进、经费预算、提高国际品牌

知名度部分内容的设计。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 



 

-  – 52 

7 

2019/1

2/14 

—— 

2019/1

2/27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打造一

个国际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与现

实对接，注意提高公司创新力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注意实施一套

先进人才战略和制定科学创新用

人机制出现的经费企业能够承

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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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李荣丹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爱咏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爱咏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

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加强产品

对外贸易宣传力度、实施多

元化战略开发新市场和降低

出口成本是否合理，随后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

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加强产品对外

贸易宣传力度是否合理，实施多

元化战略开发新市场是否合理，

降低出口成本是否合理，随后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注意毕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

性、实践性、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加强产

品对外贸易宣传力度、实施

多元化战略开发新市场和降

低出口成本是否合理。 

加强产品对外贸易宣传力度、实

施多元化战略开发新市场和降低

出口成本是否合理；开始思考人

才引进、实施多元化战略开发新

市场和降低出口成本出现的经费

预算。注意毕业设计的逻辑性、

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等。 

7 
2019/1

2/14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加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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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

2/27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品对外贸易宣传力度与现实对

接，注意实施多元化战略开发新

市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注意降

低出口成本出现的经费企业能够

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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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杨翠婷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中山市馨与煋光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中山市馨与煋光科技有限公

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提高企业

出口技术创新水准、培养专

业外贸人才和扩宽对外沟通

信息渠道是否合理，随后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

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提高企业出口

技术创新水准是否合理，培养专

业外贸人才是否合理，扩宽对外

沟通信息渠道是否合理，随后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注意毕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

性、实践性、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提高企

业出口技术创新水准、培养

专业外贸人才和扩宽对外沟

通信息渠道是否合理。 

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创新水准、培

养专业外贸人才和扩宽对外沟通

信息渠道是否合理；开始思考人

才引进、企业出口技术创新出现

的经费预算。注意毕业设计的逻

辑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

等。 

7 
2019/1

2/14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提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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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

2/27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业出口技术创新水准与现实对

接，注意培养专业外贸人才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注意扩宽对外沟

通信息渠道出现的经费企业能够

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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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向思思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上海海之星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上海海之星贸易有限公司对

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扩展国外

市场、调整出口产品价格和

实施国际品牌战略是否合

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否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扩展国外市场

是否合理，调整出口产品价格是

否合理，实施国际品牌战略是否

合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否

具有可行性。注意毕业设计的逻

辑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

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扩展国

外市场、调整出口产品价格

和实施国际品牌战略是否合

理。 

扩展国外市场、调整出口产品价

格和实施国际品牌战略是否合

理；开始思考人才引进、企业出

口技术创新出现的经费预算。注

意毕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

实践性、可行性等。 

7 

2019/1

2/14 

——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扩展国

外市场与现实对接，注意实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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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

2/27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际品牌战略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注意调整出口产品价格出现的经

费企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  – 59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李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州乐颂饰品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广州乐颂饰品有限公司跨境

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培养跨境

电商人才、加强进出口物流

仓储系统管理和制定合理的

国外客户退货政策是否合

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否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跨境电商中培养跨境电商

人才是否合理，加强进出口物流

仓储系统管理是否合理，制定合

理的国外客户退货政策是否合

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

有可行性。注意毕业设计的逻辑

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

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培养跨

境电商人才、加强进出口物

流仓储系统管理和制定合理

的国外客户退货政策是否合

理。 

培养跨境电商人才、加强进出口

物流仓储系统管理和制定合理的

国外客户退货政策是否合理；开

始思考人才引进、进出口物流仓

储系统管理出现的经费预算。注

意毕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

实践性、可行性等。 

7 2019/1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  – 60 

2/14 

—— 

2019/1

2/27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培养跨

境电商人才与现实对接，注意加

强进出口物流仓储系统管理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注意制定合理的

国外客户退货政策出现的经费企

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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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莫映红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易华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湖南易华有限公司对外贸易

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加强产品

在国外的宣传力度、扩充专

业型人才和与国际供应商建

立良好的战略关系是否合

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否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加强产品在国

外的宣传力度是否合理，扩充专

业型人才是否合理，与国际供应

商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是否合

理，随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

有可行性。注意毕业设计的逻辑

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

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加强产

品在国外的宣传力度、扩充

专业型人才和与国际供应商

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是否合

理。 

加强产品在国外的宣传力度、扩

充专业型人才和与国际供应商建

立良好的战略关系是否合理；开

始思考人才引进、国外的宣传出

现的经费预算。注意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

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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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1

2/14 

—— 

2019/1

2/27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加强产

品在国外的宣传力度与现实对

接，注意扩充专业型人才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注意与国际供应商

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出现的经费

企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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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熊国锡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金钻坊珠宝商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

/5——

2019/9

/2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

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湖南金钻坊珠宝商贸有限公

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

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21—

—

2019/1

0/10  

围绕毕业设计选题搜集相关

资料，确定开题题目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完

成开题论证。为后面的毕业

设计撰写工作奠定基础。 

题目确定合理。进一步收集整理

资料，综合考虑毕业设计的可行

性、科学性、实践性等。准备毕

业设计框架的思考。 

 

3 

2019/1

0/11—

—

2019/1

0/15 

指导、检查学生搜集准备的

毕业设计调研资料、需求分

析资料等，确定毕业设计框

架。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学生注意

要和现实对接来理解毕业设计框

架的设计思路。准备开始毕业设

计的撰写。 

4 

2019/1

0/16 

——

2019/1

1/10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初稿，

检查框架内容是否完整、合

理。 

毕业设计内容基本完整。注意毕

业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特别注意优化方

案中的问题以及后续要一一对应

给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5 

2019/1

1/11—

— 

2019/1

1/26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修改

稿。着重检查公司提升出口

产品的质量、提升国际订单

量和规范出口原材料的领用

是否合理，随后给出的解决

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对外贸易中提升出口产品

的质量是否合理，提升国际订单

量是否合理，规范出口原材料的

领用是否合理，随后给出的解决

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注意毕业

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 

6 

2019/1

1/27—

— 

2019/1

2/13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二稿、

三稿，检查毕业设计提升出

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国际订

单量和规范出口原材料的领

用是否合理。 

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国际

订单量和规范出口原材料的领用

是否合理；开始思考提升出口产

品的质量、提升国际订单量出现

的经费预算。注意毕业设计的逻

辑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

等。 

7 
2019/1

2/14 

指导、检查毕业设计的初步

定稿，检查整个毕业设计的

整个毕业设计较为合理，实践性

较强、与现实对接。注意提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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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

2/27 

逻辑性、科学性、可行性、

实践性等。检查文字排版等

格式。 

 

口产品的质量与现实对接，注意

提升国际订单量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注意规范出口原材料的领用

出现的经费企业能够承受。 

格式严格按院部提供的毕业设计

方案模版进行修改；做好答辩准

备工作。 

8 

2019/1

2/29—

— 

2020/4

/28  

指导、全面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实践

性、可行性等是否符合专业

要求，格式是否符合学校要

求。 

毕业设计格式符合学校要求，毕

业设计内容符合专业要求。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9 日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蒋吉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温州鹿城南方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温州鹿

城南方出口贸易优化方案

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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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唐沅江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科迈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长沙科

迈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第二个问题的优化方案可操作性

不强，需要理清思路、按步骤来

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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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王志贤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创世进出口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深圳创

世进出口有限公司跨境电

商优化方案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不到位，相应

地优化方案也要重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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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肖艳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武威银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武威银

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口

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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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刘 深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智创形电子商务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智创形

电子商务公司跨境电商优

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第三点的优化方案不是针对第三

个问题来写的，需要理清思路、

按步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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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肖 垚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昂立昇科技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深圳昂

立昇科技有限公司出口贸

易优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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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 生 姓   

名 
杨巧玉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红思齐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红思齐

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

化方案设计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第二个问题对应的第二点优化方

案分析不具体，弱化了，需要理

清思路、按步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4/2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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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   

名 
詹天忆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傲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设计方案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10/

10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

生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

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 

毕业设计选题是：  

深圳市傲基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设

计方案 

了解毕业设计相关规定和要求，

查阅学院和老师下发文件，了解

毕业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开展调

研工作。 

2 
2019/10/

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等。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

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中各部分主

要内容，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

论、审核、确认。 

3 
2019/10/

25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毕业设计的问题分

析、优化方案的提出等。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

02 

毕业设计中问题的提出与

相对应的优化方案的分

析。 

着重展示和说明方案的创新点，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注意可能存

在的问题、缺陷及初步的解决方

案。 

5 
2019/11/

16 

毕业设计中重点、难点问

题检查。 

着重完善毕业设计中的重点和难

点。 

6 
2019/11/

25 

毕业设计的二稿检查。 

 

内容很乱，需要理清思路、按步

骤来写 

7 
2019/12/

1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

排版的定稿检查。 

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请严

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8 2020/3/5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

计。 

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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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3/10 

注：指导教师应每周填写一次检查指导内容及指导意见，每月对学生做一次阶

段检查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