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我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根据《青岛农业

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部署和要求，特制

定生命科学学院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设监督员一名，负责本学院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各专业（领域）成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小组。复试小组组织本

专业（领域）考生的综合测试（专业课考试、面试、英语口语、英语

听力）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考核等有关复试内容。每个复试小组安

排一名专职监督员监督复试小组的复试过程。

以上人员实行回避制度，有直系亲属和利害关系人参加

本年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相关人员不得参与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

二、专业（领域）招生计划

专业（领域） 全日制计划数 非全日制计划数

学术学位
生物学

（其中联合培养 15人）
57 0

专业学位 生物与医药 28 3



三、复试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条件

1.复试专业分数线

“生物学”专业初试成绩不低于 288 分（外语、政治不低于 40

分，专业课不低于 60分），“生物与医药”领域初试成绩不低于 264

分（外语、政治不低于 37 分，专业课不低于 56 分）。

2．复试差额比例及第一批复试考生名单确定

生物学专业和生物与医药领域（生命科学学院）复试人数原则上

按照本专业或本领域招生计划的 130%确定。根据复试差额比例，按

照达到专业分数线第一志愿考生的初试总分由高到低排名确定第一

批复试考生名单（详见附件）。

对于在各批次复试规定时间内调剂后仍达不到该专业（领域）招

生计划的，按照实际人数组织复试。

（二）考生复试资格审查

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小组负责按照研究生部（处）网站

公布的《青岛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青岛农业大

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组织对考生的报考条件、考生

身份、学籍学历等复试资格进行审核，考生复试资格审核不通过者，

不予复试和录取。组织考生逐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确保提交

材料真实和复试过程诚信。

1. 复试资格

（1）符合我校 2020 年全日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领

域）的报考条件，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考生还应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报考

条件。



（2）应届本科毕业生应提供准考证、身份证、有效期内的学生

证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https://www.chsi.com.cn）本人

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电子证明材料。

（3）往届毕业生应提供准考证、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

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https://www.chsi.com.cn）本人的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因故不能提供的，需提供教育

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等电子证明材料。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除

需提供以上（2）或（3）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入伍批准书》和《退

出现役证》电子证明材料。

（5）在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的电子证明材料。

2．加分资格

按照《青岛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要

求，准备相关证明材料，提前审核。

（三）复试方式、内容及考生成绩记录方式

本次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复试内容包括综合测试、思

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等，同等学力考生还需参加加试科目考试。

1．加试科目考试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生物与医药”领域复试前应加试

规定的两门科目：①发酵工程，②分子生物学。加试科目每门满分

100 分，合格线为 60分，考试时间为 30分钟。加试科目考试采取随

机抽取试题后向考生展示并复述给考生，进行在线口述作答。加试科

目成绩不计入考生复试总成绩，成绩达不到合格线要求者取消复试资

格。



2. 综合测试

综合测试包括专业课考试（30分）、面试（60分）、英语听力（5

分）和英语口语（5 分）四个复试项目，满分 100 分。综合测试成绩

和初试总成绩按计算方式计入考生总成绩。综合测试考试时间原则上

不少于 20分钟。

（1）专业课考试

考试科目为我校《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考

试科目《普通生物学》，考试时随机抽取试题后向考生展示并复述给

考生，考生思考后，进行在线口述作答。

（2）面试

考生在线回答面试人员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主要考核考生的专业

素质和综合素质。

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学期间学习成绩（成绩单）、考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专业发展动态

的了解及发展潜力，创新精神（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情况）、

创新能力（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或职业精神、职业能力（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

综合素质和能力：大学期间的综合表现（荣誉或奖励情况）、事

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

表达和礼仪等。

考生除提前提交学业成绩单外，如有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等获奖证

书、奖学金证书、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获奖证书、毕业论文、科研成果、

实践(实验)能力材料（如参加专业实践成果材料，或操作过的大型仪

器设备清单等），以及其他荣誉或奖励证书等电子材料的也可同时提

交。



（3）英语听力及英语口语

通过复试小组成员与考生进行英语在线交流进行考核，考核考生

的英语听说能力。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考核结果以合格、不合格计，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主要内容

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价值观、遵纪守法、诚

信状况、工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心理健康情况等方面。通过审查

档案材料、单位鉴定意见和面试、面谈等方式进行审核，必要时可采

取“函调”的方式。考核结果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4. 其他

因设备、技术或网络等原因达不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条件的考

生，第一批次复试考生应至少提前三天告知复试学院，其他批次考生

应在填报调剂信息时即告知复试学院。

（四）复试具体安排

1．缴费

参照《青岛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实行网上缴费，复试费 180 元，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考生不能参加

复试。

2．复试时间安排

第一批次复试：5月 15 日（生物学）；5月 17 日（生物与医药）。

第一批次复试考生为进入复试的报考我院各专业（领域）的第一

志愿考生。

其他批次考生复试时间以调剂系统发放的复试通知为准。

（五）体检

考生入学后组织。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



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号)、《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

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要求，并且无传染病。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具体体检

安排另行通知。

四、调剂

（一）调剂基本要求

1．符合调入专业（领域）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领域）和调入专业（领域）

的 A类考生的国家分数线。

3．调入专业（领域）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领域）相同或相近。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领域）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

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有统考英语科目的专业调剂时只能按英语一、

英语二由高到低调剂。

5. 第一志愿报考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考

生择优接收调剂。

6. 全日制考生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专业，应符合非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报考条件，为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7. 学院不接收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和

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调剂；不接收国防生

考生调剂。

（二）调剂程序

1. 考生应当于规定时间内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登陆“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填写调剂申请。

2．根据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细则对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

http://yz.chsi.com.cn/kyzx/kp/201503/20150310/1433022341.html


审核合格后通过调剂系统发放复试通知。未接到我院复试通知的考

生，可在填写志愿 24小时后更改调剂志愿。

3．考生接受复试通知（超过 24小时未接受的视为自动放弃），

并在规定时间网上缴费、参加学院组织的网络远程复试。

4．所有拟录取的调剂考生，由研究生处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发送拟录取通知。

5．拟录取的考生必须在我校发放待录取通知的 24小时内，在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同

意待录取，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资格。

五、录取

（一）总成绩计算方式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分/5）×70% + 综合测试成绩×30%。

（二）总成绩排名方式

1. 全日制考生和非全日制考生按复试专业（领域）总成绩分别

排名。

2. 按各复试批次对复试合格的考生分别进行总成绩排名。

3. 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排名顺序按照初试总分由高到低排列，如

初试总分相同则依次以初试英语、复试英语听力及口语、面试成绩由

高到低排列。

（三）拟录取名单确定方式

1. 按批次对各专业（领域）复试合格的考生分别进行总成绩由

高到低依次录取。

2. 拟被录取的各专业（领域）考生选择同一导师的，根据专业

（领域）分配给导师的招生计划数，按照选择该导师考生的总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依次排名确定。



3. 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不参加复试的不予录取。

4. 已接受我校拟录取通知的全日制考生，符合非全日制报考条

件的，可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相同专业，但必须签订《定向就业培养

协议书》，其他已接受拟录取考生不再接收其校内调剂申请。

（四）录取类别

1. 非定向考生：档案转入我校的考生均录取为非定向研究生，

毕业后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就业。

2. 定向考生：档案不转入我校的考生均录取为定向研究生，录

取前考生本人、工作单位与我校签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书》，毕业

后按协议回定向就业单位工作。

（五）严肃考风考纪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在复试过程中有

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

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研究生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

将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

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六、相关工作制度

（一）责任追究制度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中，凡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生管理规

定行为的工作人员，一律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

法》(教育部令第 36号)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将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监督制度

学院设立专职总监督员 1 人，每个复试小组各设立监督员 1 人，



对整个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我院畅通申诉举报

渠道，凡是发现在复试录取工作中弄虚作假、违反招生录取规定和纪

律的，均可向我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为

0532-58957640。

（三）信息公开制度

学院在网站开辟专栏，准确及时公布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

案和细则、复试考生名单和拟录取名单、咨询和申诉渠道等复试录取

信息。

（四）复议制度

考生如果对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小组投

诉和申诉（投诉电话 0532-58957640）。学院进行核查、处理。

七、省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复试录取方案

1. 根据学校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根据联合培养协议，设立

生物学专业（专业代码：071000）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联合培

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招生计划为 15人。

2.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招收的研究生学籍属于青

岛农业大学，除课程学习外，其余时间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进行

培养。培养要求要遵循联合培养规定、学校和学院的相关文件规定。

3.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复试录取方案按照学院的

复试录取方案执行，由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联合中国科学院

海洋所相关导师组织实施。

生命科学学院

2020 年 5 月 12 日



附件：

2020 年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第一批

复试考生名单

姓名 准考证号 总分 学习方式 报考专业（领域）

贺陶然 104350610000113 391 全日制 生物学

宋伟 104350610000117 331 全日制 生物学

刘海霞 104350610000132 290 全日制 生物学

乔天 104350610000133 352 全日制 生物学

郭腾 104350610000143 347 全日制 生物学

王敬雅 104350610000149 324 全日制 生物学

张校源 104350610000150 371 全日制 生物学

卢东欣 104350610000151 314 全日制 生物学

盖洋 104350610000153 372 全日制 生物学

张育榛 104350610000154 365 全日制 生物学

晏家懋 104350610000155 350 全日制 生物学

李黎君 104350610000166 329 全日制 生物学

郭苗苗 104350610000114 327 全日制 生物学

孙华 104350610000115 342 全日制 生物学

刘梓杞 104350610000122 370 全日制 生物学

董若男 104350610000118 291 全日制 生物学

马志恒 104350610000152 324 全日制 生物学

王庆佳 104350610000158 348 全日制 生物学

张馨元 104350610000159 376 全日制 生物学

刘聪 104350610000116 309 全日制 生物学

高林强 104350610000126 306 全日制 生物学

杨京 104350610000680 325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牛仕奇 104350610000685 264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赵金鑫 104350610000688 310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赵月 104350610000694 361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张晓峰 104350610000691 320 非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