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2021 年学生自诊报告（样本）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王凯欣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0 级畜牧兽医 1班 学号 2003010114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业：不挂科。

综合素质：驾驶证、四级、执兽。各大奖项。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在 2021 上半年中我共学习必修课 16 门，合格率 100%，其中 6 门分数达

到 90 以上，10 门达到分数 80 以上，在选修课的学习中合格率 100%，每门分

数皆在 80 以上。2021 下半年中共学习必修课 10 门，其中分数暂未公布，且不

知悉。在 2021 年中无旷课、迟到、早退记录。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1）考普通话证书——已完成。

（2）考驾驶证——科一已过。

（3）考四级——成绩未公布。

（4）考执兽——挂了，2022 年再战斗。

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考驾驶证——科一已过。——总觉得没时间。

考四级——成绩未公布。——若挂就下次再战斗。

考执兽——挂了，2022 年再战斗。——可以做的更好。



4. 存在问题：

（1）太佛系，缺少破釜沉舟的决绝。

（2）太纠结，缺少当断则断的果敢，

（3）太惰性，缺少克己复礼的思维。

5. 改进措施：

（1）给自己建立阳光，反对内耗。

（2）给自己建立计划，认真执行。

（3）给自己建立奖罚，积极诱导，

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1）老师的关注。

（2）家人的关心。

（3）同学的帮助。

7.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冬雁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20 会计 1班 学号 2004020111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在毕业之前希望自己能够拿到一些本专业涉及到或者可以提升自己的证书，

例如普通话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初级会计资格证书等等。我也希望自己在

毕业之前学好该专业所涉及到的知识，和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在实习的时候

能够更快的进入工作的状态。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目前的专业学业完成情况，在课程方面已经大概达到了四分之三，总结这一

年多的学习时间里面，总体上各科成绩虽算不上优异，但是都在中等以上，即

便在这样子的成绩上，我还是有很多的知识点还没有学好，也还有很多不扎实

的地方。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在校期间，大部分都是在按照着自己的规划在进行的，目前已经拿到了普通

话证书，英语 B级证书，在下学期的时候，我会参加英语四级和初级会计资格

证书的考试。同时我也积极的参加学校开展的活动，中秋节的手工榜上有名，

文明宿舍虽然没有进入总决赛，但是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还参加了学校组织

的中秋节趣味体育赛事等等。

8.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在学习方面，虽然没有成绩优异，对于所学到的知识也存在学的不全面的情

况，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在自我发展计划方面，对于证书

有点急于求成，学校的活动未能尽力而为。



9. 存在问题：学习上未能拼尽全力，对于证书的渴求有点急于求成，对于学校

的活动未能尽力而为。

10. 改进措施：我会督促自己的认真学习，遇到不会的问题或者知识点及时找

老师或者同学帮忙解决，不能秋后算账。在证书方面，要让自己静下心来，认

真学好该学的，然后充分备考，争取一次性获得好成绩。在学校活动方面，遇

到能提升自我能力的活动，积极参加，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尽力而为。

11.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希望在学业方面，得到学院的支持，可以开展一些跟

专业相关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学生能够更加了解会计这份工作。

12.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0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梁可可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20 会计 1班 学号 20040201152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找到符合自身专业工作，并在工作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力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学习了众多专业知识，发现了更多不知道的领域和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编码能力等，还在学

习路线过程中深入学习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在学习专业的同时，培养自己的其他兴趣各方面都浅入了解了大概，也满足了自己对兴趣

的培养

1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距离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知识点的领域涉及过多，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深入学习了解，

自己现在的学习进度还是有点缓慢，且基础不扎实逻辑思维培养也不够充分

14. 存在问题：

众多学过的知识点忘记的很快，没有及时的回忆补充且学过的知识点没有灵活的运用，只

是单纯的了解没有很深入的学习领悟其中的底层等

1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得到老师等众多问题解答帮助，以及学校的针对性专业培养提升等

1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7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林燕敏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会计一班 学号 2004020122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我不仅要在个人专业上取得满意的学习成绩，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进行体育

锻炼，磨砺意志品质，也会劳逸结合，积极参加许多文化活动，培养良好的审

美情趣，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关于会计专业的各项学习作业和任务，我都有在努力并认真完成。我对会计基

础知识经常加强巩固，新学期专业知识学习频繁且丰富，在原本的会计基础知

识学习上，增多了专业书本学习，如成本会计，财务会计，纳税实务等，我也

都有好好学习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取得的各项学习成绩也基本满意。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在会计基础知识基本巩固的前提上，我也学习了许多新的专业知识，丰富并完

善了自己的会计知识理论体系。我也有在提高自己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努力

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向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

1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新学期开始，我学到了更多专业理论知识，并且运用到实践中去。也许我的学

习方法还不完善，但我还是继续努力丰富专业知识，经常总结学习经验，不断

改进专业知识。

18. 存在问题：

虽然我学到了更多专业理论知识，但是我的学习方法不够完善，学习成绩也需

要进一步提高。



19. 改进措施：

我会在会计理论知识的学习中，运用学到的知识不断实践，实践出真知，我会

不断改进学习方法，不断完善，继续努力。巩固会计基础知识是必须的，熟练

掌握会计技能也是在努力地进行的。

2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能及时提供到教学信息与咨询服务，增加多一些提供给学生会计专业的学

习机会，接受到更高的专业教学能力水平。

2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3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方泽华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会计高本班 学号 20040204046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考过初级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已学习完会计基础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30%

22. 自我诊断意见：

仍需努力学习

23. 存在问题：

自制力、自觉性差

24. 改进措施：

将目标量化

2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老师的关心和指导

2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3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胡可儿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20 会计高本班 学号 2004020401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对会计专业的了解加深，也学习了更多的知识。不仅需

要充足的知识储备，也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在会计专业的学习上，我有认真听课，并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缺

课，不拖交，成绩均衡，对待测试和作业不马虎。同时对会计专业的知识也有

了更深的了解和巩固。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我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在新生体检时当志愿者，维持现场秩序；去

图书馆借阅数本书籍，丰富阅历，吸收更多的课外知识。闲暇之余观看了英语

电影，背了一些英语单词，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参与班级团体活动，合唱比

赛，团建，增强同学之间的了解。

2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学习上，成绩还不错，但还不够优秀，需要更加努力学习，做到不偏科，争取

下次能拿奖学金。对课外活动的积极性仍不是很高，还是要多走出去社交，锻

炼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

28. 存在问题：



对学习的积极性不够高，专业上的知识仍不够巩固，不够自律。

29. 改进措施：

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律；课后加强专业知识上的巩固和提升；多参加

校园内的活动。

3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老师的鼓励，同学的理解，学校资源。

3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月 24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梁志玲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20 会计高本班 学号 20040204019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提高专业知识水平、专插本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答：大二上学期课程已完成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答：已达到百分之六十

3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发展不够全面



33. 存在问题：

耐心不足、反复拖延

34. 改进措施：

加强时间观念、专注于要完成的事情

3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包容与谅解、耐心与开导

3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5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蔡惠珍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大数据与会计三班 学号 2104080118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达到优良水准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大部分都完成的不错，但自我感觉还有进步空间，还需努力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还在努力完成中

3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还要更加的努力学习，争取每次的测试都能达到优良水准

38. 存在问题：

自律性偏低

39. 改进措施：

规划时间，制定目标。

4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得到老师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

4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9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沿衣 所属学院 会计学院

班级 21 会计 3班 学号 21040801176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考取会计证和专插本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已经学了经济法这本书，还有会计实务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争取在大一考取会计证

4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无

43. 存在问题：

还有很多知识听不懂

44. 改进措施：

多多向老师请教

4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家里人的支持

4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9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黄颖 所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 20 连锁 1班 学号 20040401046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争取拿到专业课优异的成绩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已完成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已完成

4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认真听课，积极做好笔记，才能拿到优异的成绩

48. 存在问题：

不够积极

49. 改进措施：

多跟老师交流，学习，同学之间也能相互学习

5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5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7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罗思婷 所属学院 管理学院

班级 20 连锁 1班 学号 20040401036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正在按照各科任老师教学步骤一步一步的走着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良好

5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脚踏实地的落实好每一科的知识点，将基础打结实

53. 存在问题：

容易分心

54. 改进措施：

多做一些专注注意力的训练

5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5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02 月 17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吕雨兰 所属学院 管理学院

班级 21 级财富管理 1班 学号 2104100100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树立正确的学习方法，抓紧分分秒秒来学习

2.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生活上， 和同学们和睦相处,建立好的同学关系,互帮互爱,构成独立的自理

自立的良好品德。宿舍是个团体,六个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但各自的生活

习性都不相同,这就需要大家相互理解。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自我感觉良好但还可以更高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不够好

5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自我督促

58. 存在问题：

自制力不好，说一个做一个，不说就不会自觉去做

59. 改进措施：

制定一项计划

6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朋友之间的鼓励帮助

6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1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庄小雪 所属学院 管理学院

班级 财富管理 1班 学号 21041001012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希望在融入大学生活，认真的学好专业知识，打好基础，去了解与专业有关的职业，还有

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加强自己在人际沟通方面的能力。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已完成 25%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完成

6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我觉得我是个有点偏内向的人，我的爱好挺多，虽然兴趣多但是哪一项都没有

非常精通.

63. 存在问题：

因为性格上的原因，在人多的场合会有点紧张.

64. 改进措施：

多于人交流



6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6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1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丽衡 所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 连锁经营与管理三班 学号 21040901129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努力学习好专业基础知识，充分认识自我，提高个人科学文化素质，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良好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良好

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合格

4. 存在问题：

1、缺乏耐心



2、做事马马虎虎不够认真

3、有丢丢贪玩

5. 改进措施：

1、克服外界的干扰，培养自己的耐心

2、多点读书少看手机 少吃零食多睡觉

3、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提升自我 保持乐趣的同时进步自我

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学分、学业、学习及生活

7.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邓辉耀 所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 21连锁经营与管理3班 学号 21040901133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进一步了解该专业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没挂科情况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加强专业的学习，更好的应用专业知识

6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有待加强

68. 存在问题：

有时学习不够认真

69. 改进措施：

改掉坏习惯

7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加强学校教室的信号

7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李怡婷 所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 21 现代物业管理 1班 学号 21040701062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努力学习，学业不挂科，不断提升自己，考到要考的证书，修满学分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第一个学期所有科目都拿到了学分，并且都有良好的成绩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除了学业以外，其他各方面也都有在不断的提升

7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完成的程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仍也不断努力，提高自己

73. 存在问题：

学习不够刻苦，有些许的懒惰，自觉性有待提高

74. 改进措施：

刻苦学习，提高自觉性，改掉拖拖拉拉和懒惰的坏毛病

7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7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刘思雅 所属学院 管理学院

班级 21 物业 1班 学号 2104070102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习好本专业的知识，认真对待老师的每一次作业。加强学习，充分利用业余时

间为自己增加课外知识，使学习成为自己的一种自觉行动、内在需求。参与一些实践活动，

增强一下自己的能力。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在空余时间应该了解专业前景，了解大学期

间应掌握的技能，以及所需要的证书。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按时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考试，基本掌握了专业知识，但是，还是有很多地

方没有掌握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没有很多时间花在参加社团，参与实践这些方面

7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应该认真多学习专业知识，并且了解多一点专业以为的知识

78. 存在问题：

上课有些无法专注，会走神，比较少去参与活动，

79. 改进措施：

努力学习，不会的去问老师同学，多参与活动

8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多一些活动，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均衡的去发展

8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蔡新旺 所属学院 蔡新旺

班级 畜牧 2班 学号 20030101023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继续教育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完成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完成

8.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继续努力

9. 存在问题：

不够勤奋

10. 改进措施：

认真学习

11.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12.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无



签名：蔡新旺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良森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畜牧二班 学号 20030101089

1. 个人发展目标：认真对待所有学业

2. 目标达成情况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每科成绩及格优秀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继续完成优秀学业

82. 自我诊断意见：努力完成优秀学业

83. 存在问题：学习不够认真专注

84. 改进措施：认真专注学习

8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更多实训



8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黄冬晖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畜牧 2 学号 20030101028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争取完成学业 达到水平 取得好成绩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本学年我完成了 12 门课程的学习。其中专业必修课 8 门，公共必修课 2 门，公共选修课

2 门，合格率 100%，其中无挂科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完成进度良好 基本完成

8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有时对课程上课时间不严谨 下次需改正

88. 存在问题：

有时对课程上课时间不严谨 下次需改正



89. 改进措施：

早起早到

9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9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都很认真负责 帮助我们完成学业 既对我们学习上给予

帮助 又对我们的校园生活进行帮助

签名：黄冬晖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01 月 19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冯铭进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0 动医五班 学号 20030201133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本人在学校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学习。争取在今年去考执业兽医资格证。在德

智体美劳方面，乐于助人，热爱运动。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专业完成概率 100％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根据自身目标现在只完成了百分之 50

1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应该在错误吸取经验教训，多点听同学和老师的建议

14. 存在问题：

不专心

15. 改进措施：

多点专研

1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学校物资的支持

17.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暂无

签名：冯铭进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侯映彤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0 动医五班 学号 20030201342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顺利毕业，拿到执业兽医资格证。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已完成 3个学期学业。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完成较好

9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加油学习，努力向上

93. 存在问题：

比较懒惰

94. 改进措施：

不要懒惰

9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学校，家人，同学

9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7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李骏杰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动物医学 5班 学号 20030201309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好专业知识，身体素质学习全面发展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2/1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3/1

9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学习定力不够，不够认真

98. 存在问题：

上课分神，不够认真

99. 改进措施：

制定学习计划，认真履行

10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10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周文辉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021 畜牧兽医（本专对

接）
学号 2103010400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全面发展五好学生，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本学年我完成了 12 门课程的学习，全勤，无旷课情况。其中专业必修课 8门，

公共必修课 2门，公共选修课 2 门，合格率 100%，其中有 7门课程达到 90 分

以上，5门 80 分以上。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本学年在自律部做了一个学期的试用干事

18.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良好，有待提高

19. 存在问题：

不够上进，有提升空间

5.改进措施：

正式进入自律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父母家人同学的支持

7.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孙昊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畜牧兽医高本班 学号 2103010400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将所学专业课程的技能运用到未来就业方面.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本学年我完成了 8门课程的学习，全勤，无旷课情况。其中专业必修课 3门，

公共必修课 5门，公共选修课 4门,合格率 100%,其中有 3门课程七十分以上，

2门课程八十分以上。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本学年我完成了校园阳光长跑计划、校园军训实践、以及参与了粤科贸清远

校区动科院“我为师生办实事，净化校园暖人心”志愿者活动。

10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对于专业课程的学习要求已达到自定要求，但在学习中所存在的自律性问题

需慢慢改正。



103. 存在问题：

对于专业课程知识的运用方面尚未做到灵活运用。

104. 改进措施：

加强课外实践的锻炼，在实践过程中去完善自身问题方面的不足

10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10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7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李婉琳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畜牧兽医高本班 学号 2103010401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不挂科，保持各个科目有良好的成绩，能够争取拿到奖学金。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本学期我完成了 8门课程的学习，全勤，无旷课情况。其中专业必修课 3门、

公共必修课 5门，合格率 100%，其中有 3门课程达到 90 分以上，2门 80 分以

上。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专业必修课合格

大学英语公共必修课 84 分

动物生化专业必修课 90 分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专业必修课良好

军训与军事理论专业必修课 91 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必修课 83 分

体育（足球）公共必修课 64 分

形势与政策（含廉洁修身）公共必修课 95 分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平时有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

20.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个别专业课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想要的成绩，没有做到扎实的知识基础。下个



学期能够争取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在这基础上继续提升

21. 存在问题：上课积极性不够，跟老师互动性不强。

改进措施：能够主动多点回答老师的问题。

22.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希望得到更多老师同学的建议和支持，找出自己的不

足点，加以改进。

23.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8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晓红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1 水产养殖技术班 学号 21030101055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完成本学期的所有课程，且全部及格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本学年我完成了 12 门课程的学习，基本全勤，无旷课情况。其中专业必修课 7

门，公共必修课 3 门，公共选修课 2 门，合格率 100%，其中有 7 门课程达到

90 分以上，4门 80 分以上，1门未出成绩。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完成本学期的全部课程，下半年打算考计算机二级考试

10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仍需多加努力，学会要自律

108. 存在问题：

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散注意力，需要加强自身的专注力

109. 改进措施：

多做一些加强自我注意力的事情

11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暂时没有

11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9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冯泳妍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1 水产养殖技术班 学号 21030401028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好自己本身的专业，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本学年我完成了 12 门课程的学习，全勤，无旷课情况。其中专业必修课 8门，

公共必修课 2门，公共选修课 2门，合格率 100%。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专业必修课 20 个学时，成绩 90 分，学分 1；动物微生物与免疫专业必修课 48

个学时，成绩 83 分，学分 3；军训与军事理论专业必修课 36 个学时，成绩 96

分，学分 2；体育（气排球）公共必修课 26 个学时，成绩 85 分，学分 3；形

势与政策（含廉洁修身）公共必修课 8个学时，成绩 87 分，学分 0.5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做到不迟到、不旷课、不早退；关注国家大事；不违法、不违纪；完成阳光长

跑

11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能够按时完成该学期所学的专业，修得学分

113. 存在问题：



考试时粗心大意，对待学习不够用心

114. 改进措施：

按自身情况制定更周详的学习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学习

11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能够得到家长老师、同学朋友的大力支持以及对我的鼓励

11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何盼婷 所属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

班级 21 水产养殖技术班 学号 21030401045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各科成绩达到及格以上的标准，在校期间拿到驾照、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

专升本…规划好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大学期间更好的提升自己。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本学年我完成了 12 门课程的学习，全勤，无旷课

情况。其中专业必修课 8门，公共必修课 2门，公共选修课 5门，合格率 100%。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做到不挂科，认真学习，多参

加志愿者活动。



117. 自我诊断意见：在各科成绩上有做到不挂科，但是还是还有很大的上

升空间，需要课余时间多提升自己。

118. 存在问题：课余时间没有利用好，应该多复习巩固各项专业的理论与

实操方面。

119. 改进措施：上课做好笔记，下课复习巩固。做到完全掌握，不懂就问。

12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希望讲课的速度能慢些。

12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郭祖灿 所属学院 园林学院

班级 20 园艺技术 2班 学号 20010101123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肥和病害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良好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良好

12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稳定前进

123. 存在问题：

出发途径未知

124. 改进措施：

找到途径

12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资金

12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学生的学习态度需要不断的端正，希望能提高对学业的认识。不断

的约束自己，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签名：翁行严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02 月 16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柯柏宁 所属学院 园林学院

班级 20 园艺技术 2班 学号 20010101096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本专业学习的专业课和技术过多，暂时的想法是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技术发展

方向去学习。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各科完成达到良好及良好以上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在学习期间做到了每科都不出现挂科现象，在暑假或者寒假找一些与本专业有

关的工作进行兼职和学习。自我发展的计划还在进行和学习中，不断的努力和

探索，争取完成。

12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严于律己，与同学友好相处，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为人热情，能够积极听取和

接纳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间，对课本上的内

容学懂，努力掌握专业知识，积极参与课程内的实训活动，并认真完成了老师

布置的课后作业，最后在总期末考核里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自己在学习过

程中制定的目标还在努力中，尽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128. 存在问题：在上课时不够积极主动，主动回答问题次数少。对以后的

发展方向还不够清晰。



129. 改进措施：上课认真听讲，能够多一点积极主动去回答问题。课后多

多扩展知识面。努力学习和摸索具体的发展方向。

13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希望得到相关专业老师的支持。

13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学生做为班级的班长，能积极及时的完成各项任务，但对待一些事

情上缺少灵活变通。在班级里面能起到模范作用。

签名：翁行严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02 月 16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李钟梅 所属学院 园林学院

班级 20 园艺技术 2班 学号 20010101105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业：尽多地了解所学园艺技术专业，结合自己的兴趣来进一步学习；按时完

成各科老师布置的任务

综合素质：提高学习自主性，增强个人体质，保持上进心，与同学、老师友好

相处并多交些朋友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在校期间，通过老师和舍友的帮助，我按时完成了各科作业，学业成绩良好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在校期间每天有跑步 1.5 公里，能达到增强体质目标；与老师、同学能友好相

处；能保持上进心

13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时，常需要同学的帮助，所以我仍需要提高自主学习性；

本人对自己的学习目标不太明确，学习动力不够；在校期间，交际范围不广，

朋友不多

133. 存在问题：

欠缺学习自主性

134. 改进措施：

努力提升自身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13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得到同学和老师们在学业上的帮助

13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学生对自己的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希望能按着自己的计划去

实现。期待早日遇到更好的自己。

签名：翁行严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0 年 02 月 16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婷婷 所属学院 餐旅学院

班级 茶艺与茶叶营销一班 学号 20080101058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努力学习提高专业实力能力，完成考证目标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学科每科已完成不挂科，每科也达到 80 以上的目标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任务，把学分在这个学期内修完

13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成绩已达到预期的目标，学分也修到理想的状态，也有多参加活动

138. 存在问题：

上课有时会走神

139. 改进措施：

聚精会神的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

14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多一些活动参加

14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邓依琳 所属学院 餐旅学院

班级 20 茶艺一班 学号 20080101020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不挂科 综合发展 提高个人素质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各项实训成绩 80 分以上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第二课堂积分累计 195 分

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基本达标 但还不够 继续努力

4. 存在问题：

学习不够专注 容易开小差

5. 改进措施：

利用好课余时间 用心学习

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7.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4 日

20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黄景晖 所属学院 餐旅学院

班级 20茶艺与茶叶营销1班 学号 2008010103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大学期间不挂科，顺利毕业，努力全方面提高个人素质，大三插本成功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全部科目通过不挂科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综合素质提升良好，十项全能中劳育学分和智育学分需努力加强

24.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劳育和智育学分需加强，保证大二下学期十项全能达标，多参加相关活动提高

学分。

25. 存在问题：

对一些方面的不重视

26. 改进措施：

踊跃参加校园活动，把精力放在专业学习和大三插本上

27.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28.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4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李方华 所属学院 餐旅学院

班级 20 旅管一班 学号 20080501023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今年考过四级，争取每科成绩达到优秀，上课减少玩手机和睡觉的情况。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共修 39 门学科，修了共 88.95 学分。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十项全能已达到毕业的目标。

29.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四级还没考，导游证等许多证书都没考，目标还未达标。

30. 存在问题：

自己没有行动，懒，自制力差。

31. 改进措施：

上课听讲，认真备考四级。

32.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学校奖学金奖励

33.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5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黎家燕 所属学院 餐旅学院

班级 旅游管理一班 学号 20080501009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专升本，拿到英语四六级证书。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共修八门课，总计学分 19.75.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十项全能目前还未达到学校要求，十项全能发展不全面，CET4 还未考过。

14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依然需要认真努力，多参加活动，多去图书馆看书，早点考过 CET4,。

143. 存在问题：

懒，不愿意社交，不认真，不积极。

144. 改进措施：

下学期多参加活动，多和同学交流，多看书，认真备考四级，多运动。

14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家人的鼓励，老师的帮助、同学的帮助

14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曾伟乐 所属学院 外语学院

班级
20应用英语（国际会展）

3班
学号 20070601086

1. 个人发展目标：每一科成绩达到优秀以上，考取专业相关的证书，除了成

绩提升外，还要全面发展体智美劳，争取学业奖学金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各科无挂科情况，

会展项目管理 78，会展英语 86，会展英语翻译 81，会展英语口语 79，会展营

销实务 76，就业指导 94，综合英语 66，体育排球 100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十项全能各有加分

34. 自我诊断意见：总体不满意，但是在有些科目上还是有所进步的，要把综

合英语和口语下更多心思

35. 存在问题：还没有完全收心在学业上，上课仍有打瞌睡或者开小差的现象

没有控制好自己

36. 改进措施：

平下心态，花更多心思在学业上，听从老师和辅导员的指导，自己也要对自己

更严厉些

37.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得到老师辅导员和家人的支持，希望老师也能明白自己心中的方向和目标

并且提一些建议，希望辅导员也能对自己提一些建议

38.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李惠芳 所属学院 外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班级 20 级应用英语 3 班 学号 2007060116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多参加课余活动，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会展英语口语课程，本学期获得成绩 87 分，学分 1.75

综合英语课程，本学期获得成绩 70 分，学分 4

会展项目管理课程，本学期获得成绩 87 分，学分 2.5

会展英语翻译课程，本学期获得成绩 75 分，学分 3.5

会展营销课程，本学期获得成绩 86 分，学分 2.5

会展英语课程，本学期获得成绩 90 分，学分 2

就业与创业指导，本学期获得成绩 94 分，学分 0.8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提高了思想道德水平，积极参加课余活动，必修专业课与选修专业课表现良好



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课程成绩良好，但还需加强学习，

4. 存在问题：自律性不怎么强，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需提高

5. 改进措施：多集中注意力到学习上，学习管理时间，更好的进行规划。

多进行听力、写作练习。

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父母，学校教学环境，宿友能带动我学习进步。

7.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该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符合事实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韦年 所属学院 外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班级

21 级 应 用 英 语 1

班 学号 2107060113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上课不迟到，不旷课，做到不挂科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良好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良好

3.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无

4. 存在问题：人际交往

5. 改进措施：无明确措施

6.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个人解决

7.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该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符合事实。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 1 -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黄美清 所属学院 外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班级 21 级应用英语 1班 学号 21070601132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业及格以上个别良好，综合素质量化达到良好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专业学业完成良好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综合素质有一定的提升

14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目标完成水平提高，但仍需继续努力，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148. 存在问题：

个别专业还要继续努力

149. 改进措施：

多听多学多看多说



15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暂时没有

15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该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符合事实。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长嘉 所属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班级 视觉 1班 学号 20050304032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业:每科做优

目标：不挂科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学业综合分：良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基本完成

15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多参加课外实践活动

153. 存在问题：缺少运动

154. 改进措施：多锻炼身体

15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15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华俊凯 所属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班级 视觉一班 学号 2005030400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个人发展目标良好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学业完成情况优秀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自我发展情况优秀

15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自我诊断良好

158. 存在问题：

不够上进 学习成绩不够优异

159. 改进措施：

多和老师 同学沟通交流

16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奖学金的支持

16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8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罗莹 所属学院 人文艺术

班级 视觉传达设计 4班 学号 21050703008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考个好本科，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全能发展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这学期的学习比较适应，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知识，成绩也比较满意，有几

科可能没有努力复习考的并不是很满意，希望下学期也保持热爱学习的态度。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参加了集体活动，提升了自己的社交以及交友方面的能力

16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还不够完善，没有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目标，应该更加的努力

163. 存在问题：

没有很好的发挥自己所长，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有不够好的地方

164. 改进措施：

今年要突破自己，把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一点点做好，让自己更加的完美。

16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首先是自己支持自己，其次得到父母以及老师的肯定，同学的支持，这就

是最好的支持。



16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自我诊断中肯，希望扬长避短，继续加油。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朱子怡 所属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班级 视觉 4班 学号 21050703031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专升本成功，提升自己的能力，全面发展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这学期的学习自我感觉良好，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知识，成绩达到了理想成

绩，希望下学期也保持热爱学习的态度，积极面对。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参加了集体活动，体验了活动，更好的去社交，锻炼了和别人的相处方式。

16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努力改正自己的不足。

168. 存在问题：

没有完全发挥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应该更好的表现。

169. 改进措施：

突破自己，改良自己，让自己把事情做得更好



17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自己的支持，父母以及老师的肯定，同学的支持，好友的支持。

17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自我诊断中肯，希望扬长避短，继续加油。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连欣 所属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班级 视觉传达 4班 学号 21050703001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恰当安排各项学习任务，使学习有秩序地进行，有了

计划可以把自己的学习管理好。到一定时候对照计划检查总结

- 下自己的学习，看看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优点发扬，缺点克

服，使学习不断进步，这个学期马上就要考计算机证了，所以

我们应该多练习题目，英语也要考级，所以 单词也不能马

虎，要多记，上课听讲，多做往年习题，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成

绩。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学习态度良好 可以按时完成作业任务 参加班级活动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军训 提高身体素质 社团 提高兴趣爱好 演讲 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



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上网查阅意向职业的最新动态，看看

意向职业都需要那些具体技能，并多向老师请教如

何掌握该技能。培养和提高能力的重

要途径。我们去电脑室自己动手操作，自己

做各种海报来巩固自己的基础知识。

存在问题：

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学习知识 和认识朋友老师

改进措施：

对于自己的专业还是不够精不够积极 也要多参加社团活动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老师可以多关注自己 但自己也要努力 积极的去询问 讨教老师

也希望老师对我严格些再严格些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自我诊断中肯，希望扬长避短，继续加油。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陈景沣 所属学院 商贸学院

班级 20 跨境电子商务 1班 学号 20070801040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每科 80 分以上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创办你的企业专业必修课 80 分，就业与创业指导公共必修课 83 分，跨境电商

视觉设计专业必修课 87 分，跨境电商英语专业必修课 76 分，跨境电商英语口

语专业必修课 78 分，跨境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必修课 84 分，跨境新媒体

运营专业必修课 86 分，外贸单证操作专业必修课 92 分，消费心理学专业必修

课 77 分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优秀

39.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学习认真，态度端正

40. 存在问题：

无

41. 改进措施：

无

42.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43.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该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符合事实。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邓心怡 所属学院 商贸学院

班级 20 跨境电子商务 1班 学号 20070801047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完成在校学业，争取拿到奖学金，有能力的话专插本，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

胆量。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①计算机图像处理专业，本学期获得成绩 98 分，学分 2；②跨文化商务交际专

业，本学期获得成绩 95 分，学分 2；③英语视听说专业，本学期获得 89 分，

学分 1.5；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本学期获得成绩 93 分，学分 3；⑤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使命担当专业，本学期获得成绩 98 分，学分 1⑥形

势与政策专业，本学期获得 96 分，学分 0.5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①在跨境电商英语课堂中，我学到了很多商务礼仪，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锻

炼了自己的口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胆量。②在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中，我了解

并学习了此专业的就业前景以及社会需求，为自己将来在社会上找工作明确了

方向。③在校认真学习不挂科，在校参加体育活动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团结

同学乐于助人，与同学相处融洽，收获了友谊。④在班级内担任班委，提高了

自己的管理能力。

172. 自我诊断意见：



在学习上缺乏主动，不够大胆，需要克服内向心理。

173. 存在问题：

上课回答问题不积极、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动手能力不足。

174. 改进措施：

上课认真思考，积极回答老师提问、积极参加校内活动。

17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老师们多多监督，及时批评指正我的不足之处。

17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该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符合事实。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马东杰 所属学院 商贸学院

班级 市场营销 1班 学号 21070301065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专插本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无挂科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暂无

17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还需努力

178. 存在问题：

不太积极

179. 改进措施：

每天学习英语

180.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无

181.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21



日

20 21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黄鸿赟 所属学院 商贸学院

班级 21 市场营销 1班 学号 21070301016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学到更多丰富自己的经验，争取理论与实操共同进步，做好市销 1的班长，争

取进入共青团，争取入党，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及远大梦想，成绩稳步向前。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88 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8 分，管理学基础 88

分，经济学基础 74 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 74 分，商

务软件 89 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91 分，体育课跆拳道 86 分，形势与

政策 78 分。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积极完成任务，但仍需培养耐心和细心。个人时刻保持对事物的热爱和积极性，

希望提升更多自身发展，不断提升优点，改正缺点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保持乐观积极性，时刻保持热爱并坚持自己所想之事，听取旁人建议，互相学

习借鉴，实现更好的共同进步和个人发展

存在问题：

耐性和定性不够

改进措施：

不断利用任务及身边的小事，磨练自己的不足，挑战更强大的自己，做更强大

的自己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希望同学们能理解我在平时任务时的严肃，希望同学尽量配合我们班委的工作

顺利进行，也希望父母能理解我的目标支持我的想法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 2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丁晓钿 所属学院 商贸学院

班级 21 移动商务 3班 学号 21070701164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在下个学期，我要保持上学期的好习惯，遵守每天的作息时间，不耽误每一分

钟。在下学期，我要改正做事没有毅力的习惯，按时完成读书计划，并且在课

余时间要多参加社会活动，增长自己的阅历。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以初步认识本专业，对本专业的涉及领域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在参加各项活动，使我在综合素质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对应的提升。

182.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距离完成目标有一定的距离，要加强提升。

183. 存在问题：

一、思想上较松解。

二、上课不专心，经常分神。

三、学习积极性不高。

184. 改进措施：

一、多了解我们专业的就业情况，为将来毕业做准备

二、老师布置作业自己要亲自动手去做好

三、及时总结归纳一周里学的东西，作好笔记。

185.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在不断完成学习的过程中，希望得到老师同学们的支持和认可。



186.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7 日

20 2 年学生个人发展自诊报告

姓名 张心萍 所属学院 商贸与外语学院

班级 21 移动商务 学号 21070701025

1. 个人发展目标：（学业和综合素质量化目标）

端正学习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了解大学生活，了解专业知识，了解专业前景，

了解大学期间应该掌握的技能以及以后就业所需的证书

2. 目标达成情况（数据详实）

2.1 专业学业完成情况

所有的课程都达到了及格线以上，并且能熟练操作课堂实操内容·。

2.2 自我发展计划(综合素质提升)完成情况

尽我所能得到了一定的成果，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87. 自我诊断意见：（对照自定目标进行达成情况分析）

188. 需要提高能力的培养。

189. 存在问题：

四、没有全身心投入学习。

五、空闲时间总是想着偷懒。

六、对本专业了解不够透彻。



190. 改进措施：

四、会用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本专业

五、多做实操让自己操作更娴熟

六、争取把能拿下的证书都拿下。

191. 希望得到哪些支持：

在不断完成学习的过程中，希望得到老师同学们的支持和认可。

192. 辅导员或班主任评议意见及建议：

签名：

8.二级学院评定意见：

盖章：

2022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