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一、 复试组织管理
1. 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2. 各学科复试小组
第一复试小组（建筑学）
第二复试小组（城乡规划）
第三复试小组（工业设计工程）
二、 复试准备工作
1、复试细则的公布时间、方式
公布时间：2018 年 3 月 23 日——3 月 26 日
公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人文楼 532 室前公告栏
2、复试人员的培训
参加培训人员：所有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及相关老师。
培训内容：研究生招收政策、业务流程、复试纪律等。明确硕士生导师在复试工作中的
权利、责任和纪律，规范其工作行为，确定复试内容、评分标准、提问分工等事项。

三、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复试前一周向考生公布）：
1、复试程序、复试时间、地点安排，详见各小组复试安排。
2、笔试试卷命题、保密，监考、考场由招生领导小组统一安排。
3、根据教育部的比例要求进行差额复试。所有复试考生均需参加专业笔试和综合面试。
4、复试考核方式：包括笔试、专业面试、英语测试等，详见各小组复试方案。
5、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如对人事档案审查或政审进行考核。
6、学院将在各学科复试结束后把考生的复试名单、复试总成绩、拟录取名单在学院公布，
公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人文楼 532 室前公告栏
7、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调剂工作安排：
2018 年，学院 085100 建筑学（专业型）、085300 城市规划（专业型）接受调剂。
（1）调剂系统开关闭时间：
报考建筑学（085100）和城市规划（085300）全日制考生开通时间：2018 年 3 月 23 日
8:00

报考建筑学（085100）和城市规划（085300）全日制考生关闭时间：2018 年 3 月 24 日
12:30
报考建筑学（085100）非全日制考生开通时间：2018 年 3 月 23 日 8:00
报考建筑学（085100）非全日制考生关闭时间：2018 年 3 月 29 日 12:00

（2）调剂具体要求：
a、须符合我校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招生专业目录中规定的建筑学(085100)与
城市规划（085300）报考条件。
b、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所在的学科门类 A 类考生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c、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
d、申请调剂到建筑学（085100）的考生，初试科目应为政治理论、英语（一）、业务课
1（理论）和业务课 2（设计），业务课 1、2 均大于等于 90 分，总分大于等于 310 分；申请
调剂到城市规划（085300）的考生，初试科目应为政治理论、英语（一）、业务课 1（理论）、
业务课 2（设计或理论）,总分大于等于 305 分。在满足以上分数要求的基础上，科研实践能
力较强者优先（如获得全国建筑学、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较高奖励，或以第一作者发表
核心期刊论文）。
e、所有调剂生均须通过教育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否则调剂无
效。
(3)调剂工作程序
a、发布计划余额信息。
b、考生登录调剂系统填报调剂志愿。
c、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调剂要求，从调剂服务系统中遴选参加复试的合格
考生，并通过调剂服务系统向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d、考生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同意复试”及拟录取后的“待录取”的确认。
e、与拟录取调剂生签定相应协议书并发放相关材料。
(4)调剂复试办法
a、参加复试的调剂生须以“调剂服务系统”为依据进行资格审查，未通过调剂系统申请
调剂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
b、复试内容和方式同一志愿考生。
四、补充说明
1、学院考生接待电话：刘老师 010-67392813（工作时间）
2、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考生监督举报电话：010-67391513（工作时间）

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所）2018 年各学科（小组）复试安排
第一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交验本人相关
证件

建筑学
时间

3 月 27 日上午 8:00

地点

人文楼 505、506、507、508

注意事项

见北工大研招网《北京工业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安排》

时间

3 月 27 日上午 9:00-12:00

地点

人文楼 505、506、507、508

注意事项

考生应携带以下物品参加考试：
1、 自备图板图纸：A2 图板 1 块、A2 白图纸 4-6 张；
2、 绘图工具：设计所需绘图工具（如马克笔、彩色铅笔、绘图笔、
橡皮擦、绘图尺、计算器等）。

时间

3 月 27 日 13:30-20:00 专业面试、外语口试（分两组同时进行）

地点

人文楼 502 和 503（专业面试）、505 和 506（外语口试）、507 和
508（等候室）

笔试

面试

注意事项

携带个人简介、作品集、获奖证书、学习成绩表等资料和身份证件

时间

3 月 31 日上午 8:00-11:3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1、体检前一天请清谈饮食，忌糖、奶、蛋、肉类及油炸食品，保
证充足睡眠，勿饮酒；且上午体检者请勿食用早餐。
2、需交校医院体检费 131 元/人。
3、去医院前，考生将体检表中的照片贴好，并由学院核实后在照
片上加盖公章。考生填写好体检表上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报
考学院等。

体检

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所）2018 年各学科（小组）复试安排

第二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交验本人
相关证件

时间

2018 年 3 月 28 日上午 8:00

地点

人文楼 505、506、507、518

注意事项

详见北工大研招网《北京工业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安排》

时间

2018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00-12:00

地点

人文楼 505、506、507、518

注意事项

考生应携带以下物品参加考试：
1、自带图板图纸：A1 号的图板 1 张，A1 号、A2 号和 A3 号的硫酸纸、
拷贝纸、白图纸等绘图纸各 5-8 张；
2、绘图工具：马克笔、彩色铅笔、绘图笔、铅笔、橡皮擦、裁纸刀、
绘图尺、计算器等。

笔试

面试

城乡规划组

时间

2018 年 3 月 28 日 13:30-15:00 外语，15:00-20:00 专业面试

地点

人文楼 502（专业面试）
、503 和 505（外语）、507 和 508（等候室）

注意事项

携带个人简介、作品集、获奖证书、学习成绩表等资料及身份证件

时间

3 月 31 日（周一）上午 8:00~11:3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1、体检前一天请清谈饮食，忌糖、奶、蛋、肉类及油炸食品，保证充
足睡眠，勿饮酒；且上午体检者请勿食用早餐。
2、需交校医院体检费 131 元/人。
3、去医院前，考生将体检表中的照片贴好，并由学院核实后在照片上
加盖公章。考生填写好体检表上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报考学院
等。

体检

建筑与城市规划（部、所）2018 年各学科（小组）复试安排
第三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交验本人相关
证件

工业设计工程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8:00

地点

人文楼 508

注意事项

见北工大研招网《北京工业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安排》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9:00-12:00

地点

人文楼 508

注意事项

考生应携带以下物品参加考试：
1、 图板图纸：A2 图板 1 块、A2 白图纸 4-6 张；
2、 绘图工具：设计所需绘图工具（如马克笔、彩色铅笔、绘图笔、
橡皮擦、绘图尺等）
。

时间

2018 年 3 月 28 日 13:30-15:00 外语，15:00-20:00 专业面试

地点

人文楼 518

注意事项

携带个人简介、作品集、获奖证书、学习成绩表等资料

时间

3 月 31 日上午 8:00-11:3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1、考生在体检前一天要请清淡饮食，忌糖、奶、蛋、肉类及油炸食
品，保证充足睡眠，勿饮酒。
2、上午体检者请勿食用早餐，下午体检者 10:00 之后请勿进食，可
饮用白开水，下午 15:00 以后体检者，请正常午餐（素食）。
3、需向校医院缴纳体检费 131 元/人。
4、体检前，考生将体检表上的照片贴好，并由各学院核实确认后在
照片上加盖公章。填写好体检表上的姓名、所报考学院、电话等信息。

笔试

面试

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