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 2018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安排
一、 复试组织管理
1. 成立学院招生领导小组
生命学院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的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全面
负责学院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相关工作职责参照学校要求及生科院政发
〔2016〕3 号《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管理办
法》。
2. 成立复试小组。
按照学科和研究方向，成立四个复试小组，分别进行复试，详见复
试方案。
每个小组设组长（教授担任）1 名，秘书 2 名，学院组织组长和秘
书参加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各复试组遴选复试组成员，上报学院经学院
招生领导小组通过后，按照学校要求及生科院政发〔2016〕3 号《北京工
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开展复试工作。
二、 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1. 详细复试程序、时间、地点参见复试方案。
2. 笔试试卷命题、保密根据学校命题和保密要求进行，全院统一安
排考场，专人监考。
3. 复试差额复试比例 1:1.2-1:1.5
4. 复试考核方式：笔试和面试安排详见复试方案。面试中对外语听
说能力进行考核。
5. 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地点（网址）
3 月 30 日上午 12：00 生命学院理科楼 B 三层公告栏
6. 考生接待电话（67396078）和监督举报电话（生命纪委办
67393197）
7. 其他操作流程按照学校要求和及生科院政发〔2016〕3 号《北京
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开展。
三、 调剂工作办法
1. 根据招生计划和差额复试比例，23 日公布缺额计划，开展调剂
工作，4 月 1 日 24:00 关闭调剂系统。
2. 调剂选拔由各复试小组根据计划缺额，安排专任教师进行筛选，
经复试组长同意后，上报院招生领导小组，由学院统一发送复试
通知。
3. 调试复试办法参照复试方案
4. 其他相关工作按照学校要求及生科院政发〔2016〕3 号《北京工
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开展。

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 2018 年各学科（小组）复试安排
第一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第一复试小组

复试考生

生物学 0710-01 和 02 方向考生
生物医学工程 085230-05 和-55 方向考生

交验本人相关
证件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8:00-9: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7

注意事项

笔试

时间

3 月 29 日上午 8:30-10: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8

注意事项

面试

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入场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9:00 开始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606

注意事项

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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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0 分钟签到。收取复试费 100 元/人。

考生在理科楼 B607 候场。学院按招生计划，采取差额复试，
统一录取，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请学生提前在工大研究生招
生网了解导师情况。

时间

3 月 30 日 13:00-16:0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3 月 30 日上午 8:30 到理科楼 B 区大厅领取体检表：带 1 寸照
片一张；体检费 131 元/人直接交校医院。下午体检者 10:00 之
后请勿进食，可饮用白开水。前一天勿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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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第二复试小组

复试考生

生物学 0710-04 和 05 方向考生
生物医学工程 085230-04 和-54 方向考生

交验本人相关
证件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8:00-9: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7

注意事项

笔试

时间

3 月 29 日上午 8:30-10: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9

注意事项

面试

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入场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9:00 开始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211

注意事项

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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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0 分钟签到。收取复试费 100 元/人。

考生在理科楼 B107 候场。学院按招生计划，采取差额复试，
统一录取，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请学生提前在工大研究生招
生网了解导师情况。

时间

3 月 30 日 13:00-16:0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3 月 30 日上午 8:30 到理科楼 B 区大厅领取体检表：带 1 寸照
片一张；体检费 131 元/人直接交校医院。下午体检者 10:00 之
后请勿进食，可饮用白开水。前一天勿饮酒。

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 2018 年各学科（小组）复试安排
第三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第三复试小组

复试考生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1 和 03 方向考生
生物医学工程 085230-01、03、51 和 53 方向考生
生物学 0710-03 方向考生

交验本人相关
证件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8:00-9: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7

注意事项

笔试

时间

3 月 29 日上午 8:30-10: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7

注意事项

面试

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入场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9:00 开始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307

注意事项

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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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0 分钟签到。收取复试费 100 元/人。

考生理科楼 B107 候场。学院按招生计划，采取差额复试，统
一录取，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请学生提前在工大研究生招生
网了解导师情况。

时间

3 月 30 日 13:00-16:0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3 月 30 日上午 8:30 到理科楼 B 区大厅领取体检表：带 1 寸照
片一张；体检费 131 元/人直接交校医院。下午体检者 10:00 之
后请勿进食，可饮用白开水。前一天勿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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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复试小组
复试组别

第四复试小组

复试考生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2 方向考生
生物医学工程 085230-02 和-52 方向考生

交验本人相关
证件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8:00-9: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7

注意事项

笔试

时间

3 月 29 日上午 8:30-10:00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7

注意事项

面试

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入场

时间

3 月 28 日上午 9:00 开始

地点

生命学院理科楼 B104

注意事项

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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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0 分钟签到。收取复试费 100 元/人。

考生在理科楼 B107 候场。学院按招生计划，采取差额复试，
统一录取，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请学生提前在工大研究生招
生网了解导师情况。

时间

3 月 30 日 13:00-16:00

地点

校医院

注意事项

3 月 30 日上午 8:30 到理科楼 B 区大厅领取体检表：带 1 寸照
片一张；体检费 131 元/人直接交校医院。下午体检者 10:00 之
后请勿进食，可饮用白开水。前一天勿饮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