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计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中量大〔2019〕30 号 

根据教育部《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2018〕

5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19〕2 号）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我校研究生复试以提高人才选拔质量和维

护教育公平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

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着力提升研究生招生选拔水平，确保生源质量；

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工作，优化结构，实现协调发展；坚持

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深入推进信息公开，不断加强监督管理，切实

严明招生纪律，保证复试录取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 

二、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全校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成立由纪委牵头的研究生招生督查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对复试录取工作的监督检查。 

各招生学院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招生学位点负责人、研究生教育分管院长、书记等

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导师组成，领导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7 人，负责组织

实施本单位复试工作，核准本单位拟录取名单。各招生学院要依据本办法

制定《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并于复试前在学院网

站和国家研招网公布。 

各招生学院须选派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的导师组成复试

小组。复试小组按一级学科（领域）成立，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其中 1 人为组长，另设秘书 1 人，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评



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要交研究生院集中统一保管，任何人不得改动。 

各招生学院要对所有招生相关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等方面的培

训，使其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要充分发挥和

规范导师作用，明确招生导师在复试工作中的权利、责任和纪律要求。 

三、复试名单确定 

我校“大学生士兵计划”的复试分数线总分不低于 270 分，其他考生

的复试基本要求按国家规定的 A 类考生复试分数线执行，一志愿生源充足

的招生学院可适当提高分数线，一志愿复试名单按照分数优先原则确定。

招生学院可根据培养需要提出进入复试的其他学术要求，但不得出台歧视

性规定。 

我校复试差额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1.2，生源充足的招生学院可适当

加大差额比例。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招生学院须按教育部规定的调剂基本要

求，确定调剂生源遴选条件，并及时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布生源缺

额情况。调剂生源遴选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规定，择优遴选调剂考生，不

得按单位、行业、地域、学校层次类别等限定生源范围，也不得设置其他

歧视性条件。招生学院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得低于 12 个小时。

对申请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招生学院应当按考生初

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不得简单以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

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据。 

复试名单经招生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学校审批后在学

校研究生招生网站上公布，内容包括考生姓名和编号等信息。 

复试考生须如实向我校提供个人信息，提供虚假信息者将取消复试资

格。招生学院应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和《中国计量大学 2019 年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查，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 

四、复试规范和成绩 

我校复试工作着重对考生思想品德、科学态度、诚信意识、专业技能、

创新精神和实验动手能力等方面的考核，专业学位研究生要突出实践技能



的考核。复试成绩总分 300 分，复试成绩=英语听力+专业课笔试+英语口

语+专业面试（含实验技能）。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低于 180 分）不予录取。 

1．英语听力复试考试时间 30 分钟，满分 40 分，由学校统一负责组

织实施。 

2．专业课复试考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折合为 60 分计入复

试成绩，复试科目按《中国计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目

录》中所列执行，且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3．综合面试含英语口语测试与专业面试（含实验技能测试），时间不

少于 20 分钟，满分 200 分，其中英语口语测试 60 分，专业面试 140 分，

由各招生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4．综合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具体参见《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综

合面试视频管理办法》，复试小组工作流程按照《中国计量大学复试小组

工作规范》执行。 

5．加试。同等学力及非学历教育等考生加试 2 门本科主干课程，且

不得与初试、复试科目相同，具体由相关学院按自命题科目要求组织考试，

并提前通知相关考生。每门加试科目考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加

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加试不合格者（单科低于 60 分）不予录

取。 

我校总成绩中初试与复试成绩各占 50%，公共管理领域考生总成绩

=(初试成绩÷3)×50%+（复试成绩÷3）×50%，其他考生总成绩=(初试成

绩÷5)×50%+（复试成绩÷3）×50%。  

五、录取工作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保证生源质量的重要工作环节，主要考核

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各

招生学院须结合综合面试以及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出具的《思想政治品德考

核表》（人事、政工部门盖章）和《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对考生进行



考核。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根据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学校组织复试考

生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各招生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生总成绩，按照一志愿优

先和总成绩分数优先原则，分别按照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招生计划从高到低

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 

研究生院对拟录取名单等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无误后上报学校研究生

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拟录取名单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站进行公示，

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初试成绩、复

试成绩和总成绩等。公示期间拟录取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

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拟录取名单上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并报教

育部备案。 

六、考生接待电话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院接待和受理考生电话：0571-87676168．电子

邮箱：yjsy@cjlu.edu.cn。 

中国计量大学纪委接待和受理考生电话：0571-86836044，电子邮箱：

jjs@cjlu.edu.cn。 

七、附则 

本工作办法由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教育部

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附件： 

1.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2.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招生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3.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试卷安全保密工作领导小组 

4.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综合面试视频管理办法 

5.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复试小组工作规范 



 

附件 1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宋明顺 

副组长：俞晓平  程  刚 

成  员：（按学院码为序） 

孙  坚（机电学院）        刘洪波（计测学院） 

金  宁（信息学院）        冯爱明（光电学院） 

卫国英（材料学院）        王  强（质安学院） 

乐  为（经管学院）        张宝琳（理学院） 

叶子弘（生命学院）        刘文献（法学院） 

邱高兴（人文与外语学院）  兰  婷（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向纮（艺术与传播学院） 

顾佳隽（宣传部）          吴祖度（计财处） 

孙卫红（教务处）          王  勤（后勤中心） 

张  勇（研究生院）        汪素霞（纪监办）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 

 

 

 

 

 

 

 

 



 

附件 2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招生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小华 

副组长：汪素霞  张  雅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小丹（经济与管理学院）      边亚琳（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一飞（法学院）              李  佳（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 

李  莉（艺术与传播学院）      李  波（质量与安全工程学院） 

徐  旭（计量测试工程学院）    汪志勤（信息工程学院） 

欧阳九根（理学院）            杨玉书（机电工程学院） 

林国治（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  鎏（生命科学学院） 

虞华君（人文与外语学院）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检监察办公室。 

 

 

附件 3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试卷安全保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小华 

副组长：李海芬（研究生院）    杨啸铭（党委保卫部）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汪素霞（纪检监察办公室）      张徐兴（党委办公室）  

顾佳隽（党委宣传部）           蔡洪涛（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 



 

附件 4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综合面试视频管理办法 

根据教育部规定，硕士研究生招生综合面试须全程录音录像。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综合面试视频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和公

开的面试环境，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为保证学校综合面试统一、规范，学校集中采购专用影音

采集摄像头用于综合面试全程录音录像工作。 

二、各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综

合面试全程录音录像的管理工作，明确工作职责，按要求上交录音

录像视频材料；每个复试小组要指定专人负责录音录像采集工作，

配齐所需电脑等设备。 

三、录音录像视频采用.wmv 格式保存，每位复试考生为一个单

独视频文件，视频文件命名格式为：学院号（3 位）+学科代码（6

位）+学院分组号（2位）+复试号（3位）+考生姓名。 

四、复试结束后，各学院需将所有复试考生的综合面试视频文

件分类整理好留档至研究生入学后 1 年，电子版拷贝至学校研究生

院和纪委备查。 

五、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 5 

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复试小组工作规范 
 

为做到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客观、公正、公平，提高复试工作质量，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制定本规范。 

一、研究生招生复试小组的组成 

1.各招生学院复试小组按一级学科（领域）成立，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人，其

中 1人为组长，另设秘书 1人。 

2.复试小组成员须为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的导师。 

3.复试小组成员名单在复试开始前应保密，不能提前公布。 

 

二、研究生招生复试小组的职责 

1. 复试小组成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做事公道正派，熟悉国家研究生招生工作政策

和我校复试工作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2.研究生招生复试实行回避制度。当年有直系亲属参加考试的教师不能参加复试小组。 

3.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任何人不得改动。 

4.复试现场不得带入和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三、复试面试工作基本要求 

1．通知考生提前到达学院复试集中地点。秘书点名，宣布学院复试录取方案、面试

顺序，贴在墙上。复试面试考场要悬挂醒目的横幅或标志，环境要整洁、明亮、安静。 

2．综合面试满分 200 分，含专业综合面试成绩满分为 140 分，英语口语测试满分为

60 分，每生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3．复试小组成员根据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综合面试评分记录表现场独立评分。 

4．复试小组秘书应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填写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

究生面试个人作答情况汇总表，并根据复试小组成员打分计算考生综合面试平均成绩。 

5．同一学科（领域）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时间、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原则

上应统一。 



 

四、复试面试工作基本内容 

1．考生自我介绍。参考内容：姓名，年龄，家庭基本情况，学习、工作简历，毕业

设计内容及特长等。 

2．英语听说能力测试。同一学科（领域）试题难度、范围应统一，可选择考核专业

英语。 

3．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内容包括：(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2)考生对本学

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等；(3)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4．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1)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2) 本学科（领域）以

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

方面的情况；(3) 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4) 人文素养；(5) 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5．条件许可的学院可单独组织进行实践（实验）能力考核，主要测试实验和操作技

能，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规范由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教育部及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相关文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