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唐慧敏 

1.201702107131 黄丹霞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黄丹霞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题

目 
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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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

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

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所写

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并同意确定的

选题 

2 
2019.9

.18 前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场调研工作

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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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30 前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质押

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方案的总体

规划、各个部分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要确定毕业设

计的目的以及主体内容。 

4 
2019.1

0.20前 

对毕业设计初稿中的第一、第二部

分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

检查。 

毕业设计二稿确定及修改 

确定好质押融资项目的相关方，并完

善对相关方的介绍。加强对重庆大成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质押融资项

目的介绍，确定好担保物的数量及价

值 

删除二稿一些重复设计内容，二稿第

三章内容增加 2个图标及增加现场设

计介绍内容 

5 
2019.1

1.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质押融资项目监管

现场的设计进行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变速器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

场，完善监管办公室设计、监管场区

设计中的相关图表，对现场巡查设计

进行准确描述。 

 6 
2019.1

1.25前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

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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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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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2.201702107133 辛勇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辛勇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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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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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前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场调研工

作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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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30 前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应

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

案的总体规划、各个部分的设

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修改初稿中的

大纲构架。 

4 
2019.1

0.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部分

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

检查。 

 

确定好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的相关

方，详细的介绍相关方的主要信息。

加强对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的

分析。 

5 
2019.1

1.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应收账款质押融

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的设计进行

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的风险控制方

案，要跟第二部分分析出的风险提出

对应的控制方案。 

6 
2019.1

1.25前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

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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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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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3.201702107134 曾巧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曾巧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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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

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通华液晶有限公司相关资

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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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前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场调研工

作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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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30 前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抵

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方案的

总体规划、各个部分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修改初稿中的大

纲构架。 

4 
2019.1

0.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部分

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

检查。 

 

确定好跟抵押融资项目有关的一些相关

方，详细的介绍相关方的主要信息。加

强对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资

项目监管流程设计的介绍，确定好市场

的走向，对监管物的属性进行调整。 

5 
2019.1

1.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抵押融资项目监

管流程的设计进行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

融资项目监管的流程，完善监管物的入

库监管、在库监管、解除监管的流程设

计，降低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的一系

列风险。 

6 
2019.1

1.25前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业

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内

容。 

7 
2019.1

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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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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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4.201702107135 方碧蓉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方碧蓉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物流保付通”产品推广方案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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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长

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物流保付通”

产品推广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物流保付通相关资料，

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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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前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场调研工

作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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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30 前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物

流保付通”产品推广方案的总体规

划、各个部分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修改初稿中的

大纲构架。 

4 
2019.1

0.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部分

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

检查。 

确定好推广方案的相关方，完善对相

关方的介绍。加强对“物流保付通”产品

推广方案的介绍。 

5 
2019.1

1.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物流保付通”产

品推广方案进行检查。对设计中

推广的关键问题进行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推广方案，对推广设计进行

准确描述。 

6 
2019.1

1.25前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

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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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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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5.201702107136 贺思宇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贺思宇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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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

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锐意贸易有限公司相关

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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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前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场调研工

作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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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30 前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质

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方案的

总体规划、各个部分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修改初稿中的

大纲构架。 

4 
2019.1

0.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部分

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

检查。 

 

确定好质押融资项目的相关方，完善

对相关方的介绍。加强对锐意贸易有

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的介

绍，确定好担保物的数量及价值，删

除监管操作流程。 

5 
2019.1

1.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质押融资项目监

管现场的设计进行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

现场，完善监管办公室设计、监管场

区设计中的相关图表，对现场巡查设

计进行准确描述。 

6 
2019.1

1.25前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

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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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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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6.201702107137 刘文彬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刘文彬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仓单项下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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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仓单项下

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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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前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场调研工

作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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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30 前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仓

单项下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的

总体规划、各个部分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修改初稿中的

大纲构架。 

4 
2019.1

0.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部分

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

检查。 

 

确定好质押融资项目的相关方，完善

对相关方的介绍。加强对永胜木材有

限公司仓单质押融资项目的介绍，确

定好担保物的数量及价值，删除过多

现场流程设计。 

5 
2019.1

1.20前 

 

对毕业设计中的仓单项下存货质

押监管流程设计进行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仓单项下存货质押融资监管

流程，入库环节入库货物信息审核，

在库环节的现场配置以及现场操作流

程设计，最后解除监管流程设计。 

6 
2019.1

1.25前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

1.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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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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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二、王频 

1、201702107123 张思思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张思思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省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5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讨论

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容等，确定毕

业设计选题为；湖南省南瑞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

设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

指导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料，

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

计大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

审核、确认。 

3 
2019. 

9.25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案结

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整、问题解

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方案结构需要调整，第二部分标注

内容请对应放入第一部分和第三部

分。图表使用要规范，需要标注图

题和表头。请按照批注要求修改初

稿。 

 

4 
2019.

10.25 

检查修改稿，主要是方案内容之间的

逻辑性和系统性 

请补充抵押融资的简要介绍，精简

监管流程设计重要性的描述。注意

方案中重点和难点内容的说明 

5 
2019.

11.5 

检查修改稿，强调毕业设计内容之间

的相互统一性 

请认真通读内容，注意标题表述的

一致性，同时避免错别字以及标点

符号的错误。 

6 
2019.

11.15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回答定稿

过程中的个别疑问。 

请注意图表的排版美观，个别错误

已进行了标注，请按照修改意见，

认真修改毕业设计。 

7 
2019.

11.23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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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9.

11.26 
答辩前指导 

请自行熟悉毕业设计内容，做好答

辩 PPT和答辩的准备工作。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修

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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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2、201702107124 邓玉秋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邓玉秋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现金新干线”产品推广方案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0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容

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为；华夏

银行成都分行“现金新干线”产品

推广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

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

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0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计大

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审核、确

认。 

3 
2019. 

9.15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

案结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

整、问题解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方案结构需要调整，不同的推广渠道需

要分别制定推广方案和经费预算，请按

照具体批注认真修改。 

4 
2019.

10.15 

检查修改稿，主要是方案内容之

间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第一部分的产品介绍处需要补充业务流

程图。表头位置是表上居中，图题位置

是图下居中，同时要注意表和图的正确

编号。 

5 
2019.

11.1 

检查修改稿，强调毕业设计内容

之间的相互统一性 

请加强毕业设计内容的自我检查，认真

通读内容，注意各部分之间的一致性，

避免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的错误。 

6 
2019.

11.10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回答

定稿过程中的个别疑问。 

个别语法错误做标注，请根据意见认真

修改。 

7 
2019.

11.18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请特别注重方案设计的排版，严格按照

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修改。 

8 
2019.

11.21 
答辩前指导 请自行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备工作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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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3、201702107125 熊宇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熊宇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云南南田蜂蜜销售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5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容

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为；云南

南田蜂蜜销售有限公司质押融资

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

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所写

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计大

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审核、确

认。 

3 
2019. 

9.25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

案结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

整、问题解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初稿结构需要调整，请注意方案中重点和

难点内容的说明。公司名称的全称和简写

使用不一致，总结部分内容太繁琐，请精

简。 

4 
2019.

10.30 

检查修改稿，是否按照修改意见

进行修改 

很多修改意见都没有对照修改，请认真对

待，仔细对照批注要求及时、认真地修

改！ 

5 
2019.

11.15 

检查修改稿，强调毕业设计内容

的逻辑性和相互统一性 

担保物总价值、手续费计算有错误。请补

充融资模式说明图。表头要放在表上居

中。 

6 
2019.

11.20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回答

定稿过程中的个别疑问。 

部分语句和标点符号使用有错误。请认真

通读内容，自行改正。 

7 
2019.

11.23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请严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修改 

8 
2019.

11.26 
答辩前指导 

熟悉方案内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

备工作。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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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4、201702107126 陈美亮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陈美亮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仓单项下煤炭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5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讨

论选题方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

计选题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

公司仓单项下煤炭质押监管流程设

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计

大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审

核、确认。 

3 
2019. 

9.25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案

结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整、问

题解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方案结构需要调整，关键词总结不正

确，总行情况介绍过多，企业名称要

前后一致，现有总结内容偏题，需要

重写。详情参见文档批注，请认真对

照修改。 

 

4 
2019.

10.25 

检查修改稿，强调补充数据、图

例、流程图等说明 

请按照批注要求对应补充数据、图表

和流程图。部分内容位置需要调整。 

5 
2019.

11.5 

检查修改稿，强调毕业设计内容之

间的相互统一性 

存在个别语句错误，部分内容过于口

语化。请多自行通读内容，自行检

查。 

6 
2019.

11.15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回答定

稿过程中的个别疑问。 

参考文献格式错误，请加快定稿速

度。 

7 
2019.

11.23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请严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模版进行

修改 

8 
2019.

11.26 
答辩前指导 

请自行做好答辩 PPT和答辩的准备工

作。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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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5、201702107127 赵卓智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赵卓智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3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讨论

选题方向、内容等，确定毕业设计选

题为；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质押

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

设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

指导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3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料，

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

计大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

审核、确认。 

3 
2019. 

9.23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案结

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整、问题解

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初稿缺少参考文献及总结，部分内

容需要调整位置，需要补充法律风

险内容，请按照具体批注认真修

改。 

4 
2019.

10.23 

检查修改稿，是否按照修改意见进行

修改 

第二部分需要补充流程图，法律风

险内容描述过多，可以直接引用法

律条文。摘要不通顺，请再行修

改。 

5 
2019.

11.2 

检查修改稿，强调毕业设计内容之间

的相互统一性 

表头和图题位置错误，有个别语句

不通顺，部分标点符号使用不正

确。请多通读内容，自行订正。 

6 
2019.

11.13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回答定稿

过程中的个别疑问。 

个别错误已批注，图表的使用需要

在文中对应位置用括号注明。请根

据批注修改。 

7 
2019.

11.23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请严格按照系部提供的方案格式模

版进行修改。 



8 
2019.

11.26 
答辩前指导 

自行熟悉方案内容，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备工作。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修

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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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6、201702107129 王屹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王屹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南京维奇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质押融资项目监管风险管理方案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5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

讨论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容

等，确定毕业设计选题为；南京

维奇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质押融资

项目监管风险管理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

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所写

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

料，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计大

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审核、确

认。 

3 
2019. 

9.15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

案结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

整、问题解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此稿抄袭痕迹严重，请认真对待，全稿重

写！ 

 

4 
2019.

10.15 
重新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 

方案结构需要调整，部分内容需要删除，

融资企业的财务状况介绍需要精简，请按

照批注认真修改。 

5 
2019.

11.5 

检查修改稿，是否按照修改意见

进行修改 

部分内容没有修改！总结过于口语化，请

重写！监管方式没有说明清楚。企业名称

使用前后不一致。请按照批注认真修改。 

6 
2019.

11.15 

检查修改稿，是否按照修改意见

进行修改 

风险说明的图例有错误，需要重做。个别

语句不通顺，标点符号使用错误。请自行

多通读，按照批注认真修改。 



7 
2019.

11.23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排版有错误，请严格按照格式模版进行修

改。 

8 
2019.

11.26 
答辩前指导 

请自行熟悉方案内容，做好答辩 PPT和答

辩的准备工作。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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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7、201702107130 周鑫鹏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周鑫鹏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好运多电脑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 

7.10 

进行毕业设计选题指导，与学生讨论

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内容等，确定毕

业设计选题为；湖南好运多电脑有限

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

设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

指导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

8.10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资料，

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设计要点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

计大纲，并提交给指导老师讨论、

审核、确认。 

3 
2019. 

9.15 

检查毕业设计的初稿，主要是方案结

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整、问题解

决是否全面等问题 

摘要不要放入目录，第三部分结构

有问题，缺少总结和参考文献，风

险分析和控制方案分析得过浅。请

按照批注认真修改。 

4 
2019.

10.15 

检查修改稿，是否按照修改意见进行

了修改 

第三部分是重点内容，但现有内容

很单薄，请补充资料。文中口语化

问题较多，请多自行诵读，仔细推

敲修改。 

5 
2019.

10.30 

检查修改稿，是否按照修改意见进行

了修改 

内容调整后，目录也需要做对应修

改。表头位置错误，最后两个参考

文献格式错误，企业名称的使用要

前后统一。请认真检查，自行订

正。 



6 
2019.

11.10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回答定稿

过程中的个别疑问。 

个别语句不通顺，标点符号使用错

误。请自行多通读，按照批注认真

修改。 

7 
2019.

11.20 

检查毕业设计定稿 

 

标题的格式没有统一，请严格按照

系部提供的格式模版进行修改。 

8 
2019.

11.25 
答辩前指导 

请自行熟悉方案内容，做好答辩准

备。 

9 
2019. 

12.15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修

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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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19.12.16 

               
  



三、吴春平 

1.201702107106 杨国梁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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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

院 

所学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杨国梁 

学    

号 
201702107106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本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星齿轮减速机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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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星齿

轮减速机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质押融资监管资料，开

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明确设计目标、确定实施步骤和

进行进度安排，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2 
2019、9、

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本

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资金需求现状还

得补充资料；毕业设计大纲层次清

晰，逻辑合理。 

3 
2019、9、

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块的

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

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

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

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

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

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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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2.201702107107欧阳梦蝶毕业设计指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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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物流商

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欧阳梦

蝶 

学    号 201702107107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华升钢材有限公司钢板抵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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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升钢材有限公司钢板抵押

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质押融资监管资料，开

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明确设计目标、确定实施步骤和

进行进度安排，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2 2019、9、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

分析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华

升钢材有限公司资金需求现状还得补

充资料；毕业设计大纲层次清晰，逻

辑合理。 

3 2019、9、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

块的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

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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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3.201702107101 郭玉清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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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物流商

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郭玉清 学    号 201702107101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物流 e贷”产品推广方案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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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物流 e贷”

产品推广方案 

建议迅速查找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物流

e贷”产品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

作、需求分析工作，明确设计目标、

确定实施步骤和进行进度安排，下达

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

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物

流 e贷”产品的营销现状还得补充资

料；毕业设计大纲层次清晰，逻辑合

理。 

3 
2019、9、

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块的

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

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

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

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

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

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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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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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702107102高傲 毕业设计老师指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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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物流商

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高傲 学    号 201702107102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金塑有限公司水管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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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金塑有限公司水管质押融

资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质押融资监管资料，开

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明确设计目标、确定实施步骤和

进行进度安排，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2 
2019、9、

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湖

南金塑公司资金需求现状还得补充资

料；毕业设计大纲层次清晰，逻辑合

理。 

3 
2019、9、

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块的

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

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

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

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

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

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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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5.201702107103 赖以桢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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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

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赖以桢 学    号 201702107103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冰箱抵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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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

冰箱抵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质押融资监管资料，开

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明确设计目标、确定实施步骤和

进行进度安排，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2 
2019、9、

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监

管现场的资料还得补充；毕业设计大

纲层次清晰，逻辑合理。 

3 
2019、9、

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块的

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

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

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

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

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

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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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6.201702107104 蒋忠富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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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商学院 所学专业 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1701 

姓   名 蒋忠富 学    号 201702107104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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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质押

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质押融资监管资料，开

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明确设计目标、确定实施步骤和

进行进度安排，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2 
2019、9、

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金

旋风汽车贸易公司资金需求现状还得

补充资料；毕业设计大纲层次清晰，

逻辑合理。 

3 
2019、9、

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块的

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

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

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

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

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

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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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7.201702107105 刘阳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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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院 

物流商

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姓   名 刘阳 学    号 201702107105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东盛公司螺纹钢钢材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序

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

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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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盛公司螺纹钢钢材质押监管

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质押融资监管资料，开

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求分析工

作，明确设计目标、确定实施步骤和

进行进度安排，下达毕业设计任务

书。 

2 
2019、9、

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按现状、问题及建议整理资料，对东

盛公司螺纹钢钢材质押监管风险现状

还得补充资料；毕业设计大纲层次清

晰，逻辑合理。 

3 
2019、9、

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模块的

设计。 

结构要简单，理论的东西要少写；主

要围绕现状、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模

块设计。 

4 
2019、10、

20 
设计中各模块设计的检查。 

加强各模块的设计：现状描述要和主

题相关、问题描述逻辑要清晰、解决

方法要与问题相对应。 

5 
2019、10、

30 
摘要、关键词调整 

摘要控制在 200字左右，是对设计的

简要介绍，关键词 3~8个，要体现设

计的核心内容 

6 
2019、11、

10 
语言和文字的调整 标红字的地方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 

7 
2019、11、

25 
目录调整、排版调整 

目录保持两级、排版严格按模板来进

行 



8 
2019、11、

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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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指导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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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姚伟 

201702107120 郑文一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郑文一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文莎电器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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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莎
电器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
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湖南文莎电器有限公司
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
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所写的“毕
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16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
场调研工作进行情况。 
 

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毕业设计
大纲及根据大纲准备相关内容。 

3 2019.9.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的总体规划、各个部分的设
计。 
 

对毕业设计的构架提出建议，摘要要
修改，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不协调 

4 2019.10.20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
部分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
确性进行检查。 
 

确定好质押融资项目的相关方，完善
对相关方的介绍。加强对湖南文莎电
器有限公司阻燃电缆质押融资项目的
介绍，确定好担保物的数量及价值，
删除监管操作流程。 

5 2019.10.30 
 
第三部分内容和总结 

完善第三章的解决方案，语言表达更
专业化，总结部分更贴近主题。 

6 2019.11.10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重点是
具体格式提出意见，如行距、字号等 

7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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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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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月 15日 

  



  
  
  

201702107118刘姣婷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刘姣婷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沙都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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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沙都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

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有关沙都贸易公司业务

的资料，清楚凯业物流有限公司以及

交通银行广电支行的业务开展模式，

进行相关设计调研工作，明确设计目

标、确定实施步骤和进行进度安排，

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需求分析

资料等 

 

需整合资源、问题及建议，进一步优

化沙都贸易公司将红酒作为担保物质

押给交通银行再委托凯业物流公司的

融资框架；毕业设计大纲要修改 

3 2019.9.28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对方案的进行总体规划以及各

个模块的设计形式 

结构可简化，语句要有逻辑；主要围

绕担保物监管性质、监管问题、解决

方案三个模块设计。 

4 2019.10.22 
设计中各个部分内容的合理性

进行检查 

毕业设计内容提出修改建议，内容空

泛，监管模式缺少可行性，需修改 

5 2019.10.29 
对毕业设计中的质押融资项目

监管现场的设计进行仔细检查 

着重设计红酒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

场，完善监管办公室设计。 

6 2019.11.7 查看毕业设计的撰写进度 
结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总结及格式。 

7 2019.11.16 设计定稿、排版调整 
排版请严格按模板来进行，做好答辩

PPT 和答辩的准备工作。 

8 2019.11.30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

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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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月 12 日 

  

  

  

  



  

  

201702107115 赵洁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赵洁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明达钢材有限公司槽钢监管现场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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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达钢材有限公司槽钢

监管现场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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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9.7.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

的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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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28 

毕业设计的大纲检查，

主要是方案的总体规

划、各个标题的层次 

进一步完善改进大纲，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8.21 
毕业设计初稿进度的检

查 

大致对内容以及格式问题提出修改意

见 

5 2019.9.14 
毕业设计初稿定稿的检

查 

着重完善解决初稿中的重点和难点。 

 

6 2019.9.23 
对第二稿进行检查和上

次存在问题检查 

根据毕业设计的题目通过网络和书籍

查找相关理论知识。 

 

7 2019.10.18 
对第四稿进行检查和上

次存在问题检查 

修改图表。 

 

8 2019.11.7 终稿的问题检查与确定 
根据导师的意见改动参考文献。 

 

9 2019.11.20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

字格式排版的定稿检

查。 

检查文中的句子符号以及文中是否有

病句，对这些问题进行修改。 

10 2019.11.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

的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

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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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月 18日 

201702107116 蒋志豪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蒋志豪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 

毕业设计

题目 
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电子元件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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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电

子元件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迅速查找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相

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需

求分析工作， 

2 2019.7.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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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28 

毕业设计的大纲检查，主要

是方案的总体规划、各个标

题的层次 

进一步完善改进大纲，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8.21 毕业设计初稿进度的检查 
大致对内容以及格式问题提出修改意

见. 

5 2019.9.14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整个质押融资流程的总体

规划、各个部分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修改整理框架结

构。 

6 2019.9.23 
对毕业设计中主要内容的合

理性和准确性进行检查。 

加强对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整个

融资流程介绍，确定好担保物的数量

及价值。 

7 2019.10.18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根据内

容完善毕业设计的摘要、总结部分。 

8 2019.11.7 
毕业设计定稿，包括文字排

版的定稿检查。 

注重设计格式和排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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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19.11.20 前面等细节问题的检查 注意数据以及符号的准确性。 

10 2019.11.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

见和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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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月 15日 

  

  

  

201702107117陈欣月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陈欣月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公司复印纸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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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

公司复印纸质押融资监

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

公司产品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

作、需求分析工作，明确设计目标、

确定实施步骤和进行进度安排，下达

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

的相关资料、调研的资

料、需求分析资料等。 

 

编写毕业设计大纲，根据大纲查找相

关内容。 

3 2019.9.28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 整个内容没有紧扣标题。 

4 2019.10.15 
毕业设计中监管现场的

设计进行仔细检查。 

监管现场的设计不合理，需要重新设

计。 

5 2019.10.24 毕业设计的内容检查 
有些语言不通顺，错别字多，格式不

规范，需调整。 

6 2019.11.7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

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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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8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

的意见和建议修改毕业

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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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 

  

  

  
  
  
201702107119姜文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姜文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俊宇有限公司冰箱抵押融资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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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俊宇有限公司冰箱抵押融

资流程设计 

首先查找湖南俊宇有限公司的相关资

料，其次了解熟悉湖南俊宇有限公司

冰箱抵押融资流程设计目标及设计的

任务，要对整体的毕业设计要求有充

分的了解和掌握。 

2 2019.9.16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公司资金及需求等资

料。 

进一步收集关于资金需求方面的相关

资料，编写毕业设计大纲及毕业设计

中各部分主要内容。 

3 2019.9.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对毕业设计的主题和各个模板

内容的设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及二级标题的合理性 

4 2019.10.20 设计中功能模块的检查。 

加强湖南俊宇有限公司融资需求模块

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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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全部内容检查 
大致对内容以及格式问题提出修改意

见 

6 2019.11.10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检

查修改内容，进一步规范语言

和文字。 

语句个别词组存在次数较多，同时存

在语句不通顺和标点符号存在基本的

错误等问题。 

7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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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的准备工作。 

8 2019.11.30 
答辩后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

建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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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 月 17 日 

  

  
  
  
  
  
  
201702107122   熊世繁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熊世繁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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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环球

电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

蒸炉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

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计调研工作，

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老师所写的

“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9.1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文献阅读情况及市

场调研工作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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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28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的总体规划、各个部分的设

计。 

进一步完善初稿，重点修改初稿中的

大纲构架。 

4 2019.10.15 

对毕业设计中的第一、第二

部分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和准

确性进行检查。 

确定好质押融资项目的相关方，完善

对相关方的介绍。加强对广州环球电

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

资项目的介绍，确定好担保物的数量

及价值，删除监管操作流程。 

5 2019.10.24 

 

对毕业设计中的质押融资项

目监管现场的设计进行仔细

检查。 

着重设计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资

项目监管现场，完善监管办公室设

计、监管场区设计中的相关图表，对

现场巡查设计进行准确描述。 



6 2019.11.7 检查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计，完善毕

业设计的摘要、目录以及总结部分的

内容。 

7 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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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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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 年 5月 18日 

五、袁方 

1 徐忠梁 201602107231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徐忠梁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602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宏远物流有限公司食品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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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远物流有限公司食品质押融资监

管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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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宏远物流

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料，并对融资企

业、金融机构、监管企业的相关情

况进行调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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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6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监管

设计整体框架，明确监管项目各参

与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0.9 

毕业设计中监管品入库环节、初始

监管环节、监管品置换环节、解除

监管环节衔接性的检查。 

加强各部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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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5 

毕业设计中监管品入库环节、初始

监管环节、监管品置换环节、解除

监管环节中关键技术指标和流程检

查。 

着重完善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 



6 2019.10.28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

设计。 

7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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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 

8 2019.11.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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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20.4.10 

根据疫情期间学校对毕业设计的要

求和安排，对毕业设计进行调整和

修改 

严格遵守相关文件和要求 

10 2020.4.20 完成毕业设计的上传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5日 

  



2 陈倩 201702107138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陈倩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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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

资项目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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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湖南诺森

酒业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料，并对融

资企业、金融机构、监管企业的相

关情况进行调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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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6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融资

设计整体框架，明确融资项目各参

与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0.9 
毕业设计中融资企业资金缺口的分

析和计算。 

严格把握融资企业资金缺口的计

算的统计指标，并使得各指标口

径一致 

5 2019.10.15 

检查毕业设计中融资设计中的贷前

准备设计、贷中流程设计、贷后管

理设计的合理性和相互衔接。 

加强各部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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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9.10.28 

检查毕业设计中融资设计中的贷前

准备设计、贷中流程设计、贷后管

理设计中关键技术指标和流程。 

着重完善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 

7 2019.11.10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

设计。 

8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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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 

9 2020.4.1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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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0.4.20 

根据疫情期间学校对毕业设计的要

求和安排，对毕业设计进行调整和

修改，完成毕业设计的上传。 

严格遵守相关文件和要求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5日 

  



3 肖悦 201702107139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肖悦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山西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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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

押融资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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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山西晋城

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押融资流

程设计的基本资料，并对融资企

业、金融机构、监管企业的相关情

况进行调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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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6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融资

设计整体框架，明确融资项目各参

与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0.9 
毕业设计中融资企业资金缺口的分

析和计算。 

严格把握融资企业资金缺口的计

算的统计指标，并使得各指标口

径一致 

5 2019.10.15 

检查毕业设计中融资设计中的贷前

准备设计、贷中流程设计、贷后管

理设计的合理性和相互衔接。 

加强各部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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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9.10.28 

检查毕业设计中融资设计中的贷前

准备设计、贷中流程设计、贷后管

理设计中关键技术指标和流程。 

着重完善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 

7 2019.11.10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

设计。 

8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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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 

9 2020.4.1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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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0.4.20 

根据疫情期间学校对毕业设计的要

求和安排，对毕业设计进行调整和

修改，完成毕业设计的上传。 

严格遵守相关文件和要求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5日 

  



4 欧佳 201702107140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欧佳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毕业设计

题目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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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

资项目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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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珞一电器

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料，并对融

资企业、金融机构、监管企业的相

关情况进行调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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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6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融资

设计整体框架，明确融资项目各参

与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0.9 
毕业设计中融资企业资金缺口的分

析和计算。 

严格把握融资企业资金缺口的计

算的统计指标，并使得各指标口

径一致 

5 2019.10.15 

检查毕业设计中融资设计中的贷前

准备设计、贷中流程设计、贷后管

理设计的合理性和相互衔接。 

加强各部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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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9.10.28 

检查毕业设计中融资设计中的贷前

准备设计、贷中流程设计、贷后管

理设计中关键技术指标和流程。 

着重完善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 

7 2019.11.10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

设计。 

8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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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 

9 2020.4.1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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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0.4.20 

根据疫情期间学校对毕业设计的要

求和安排，对毕业设计进行调整和

修改，完成毕业设计的上传。 

严格遵守相关文件和要求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5日 

  



5 管花蕾 201702107144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管花蕾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602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存货融资项目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7.2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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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现场监管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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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15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湖南花栀

酒业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料，并对融

资企业、金融机构、监管企业的相

关情况进行调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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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6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监管

设计整体框架，明确监管项目各参

与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

的问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0.9 

毕业设计中红酒入库管理设计、红

酒在库管理设计、红酒解除监管设

计衔接性的检查。 

加强各部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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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5 

毕业设计中红酒入库管理设计、红

酒在库管理设计、红酒解除监管设

计中关键技术指标和流程检查。 

着重完善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 

6 2019.10.28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

设计。 

7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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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 

8 2019.11.30 
答辩后的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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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20.4.10 

根据疫情期间学校对毕业设计的要

求和安排，对毕业设计进行调整和

修改 

严格遵守相关文件和要求 

10 2020.4.20 完成毕业设计的上传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年 4月 25日 

  

  



六、周密 

1. 201702107108 张峻岭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张峻岭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宁波红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洗衣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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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红翎电

器贸易有限公司洗衣机质押融

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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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检

查。 

对融资方案进行介绍，着重展示和说

明监管现场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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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查。 

 
着重完善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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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修

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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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702107109 李小云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李小云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天海视科技有限公司电视机质押融资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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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天海视

科技有限公司电视机质押融资

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关

资料、调研的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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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是

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检

查。 

加强质押融资项目介绍部分的内容说

明，着重展示和说明融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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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查。 着重完善质押融资流程。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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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修

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4.15 

  

  



3. 201702107110 符超群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符超群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广东凤彩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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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凤

彩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

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相关资料、调研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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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方案的总体规划、结

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

检查。 

加强监管模式介绍部分的内容说明，

着重展示和说明监管流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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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

查。 
着重完善监管流程设计。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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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2020.4.15 

  

  



4. 201702107111 彭楠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彭楠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牧慈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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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慈蚕丝

制品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

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调研的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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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检

查。 

加强融资模式选择部分的内容说明，

文字描述应和图对应，着重展示和说

明保理融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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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查。 着重完善保理融资流程。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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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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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702107112 许绽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许绽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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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泰克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

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调研的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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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检

查。 

把监管现场设计和监管流程设计区分

开来，着重展示和说明监管现场设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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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查。 着重完善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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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4.15 

 6. 201702107113 苏园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苏园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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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宇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理融资

方案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相

关资料、调研的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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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要

是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检

查。 

加强融资模式选择部分的内容说明，

着重展示和说明保理融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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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查。 着重完善保理融资流程。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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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4.15 

  

7. 201702107114 曾爽 指导记录表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过程记录表 
  

学生姓名 曾爽 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毕业设计

题目 
东莞市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沙发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序号 日期 指导检查内容 指导意见及阶段考核意见 

1 20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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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

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沙发

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建议迅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设

计调研工作，毕业设计内容详见指导

老师所写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2 2019.10.8 

检查毕业设计前期准备的

相关资料、调研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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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0 

毕业设计的初稿检查，主

要是方案的总体规划、结

构。 

进一步完善初稿，根据共同讨论的问

题修改方案设计。 

4 2019.11.10 
设计中各模块内容设计的

检查。 

加强质押物说明和监管模式介绍部分

的内容说明，着重展示和说明监管流

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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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 
设计中关键技术问题检

查。 
着重完善监管流程设计。 

6 2019.11.21 毕业设计的编写进度。 
根据指导老师修改意见修改毕业设

计。 

7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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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答辩准备工作。 



8 2019.11.28 
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和建

议修改毕业设计。 

注意按照答辩组给出意见修改方案设

计。 

9 2020.3.6 毕业设计整体检查 
完善语言表述，避免口语化表达，按

照模板调整毕业设计格式。 

10 2020.4.10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整理 提交完成后的毕业设计及相关资料。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202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