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一、复试组织管理
1.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招生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并对学院研究生招
考工作及复试录取结果负责。
2.学院在复试组织过程中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方面有针对性的措
施
学院提供免洗消毒液、一次性口罩、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等物资；
复试教室提前消毒、保持通风；复试教师、工作人员应遵守学校及经
管楼宇管理规定，配合测量体温、出入登记等工作；复试时复试教师
之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就坐。
二、复试准备工作
1．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调剂工作办法的公布时间、方式、网址
各学科复试、调剂、录取工作办法，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定，
将在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公布。
2．复试教师的遴选和培训情况
我院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和规定，按照政策要求认真遴选复试
教师，复试教师由学院主管领导及其他领导、各学科方向负责人组成，
涵盖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复试教师具有多年的招生复试经验。
复试教师研读过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招生的相关文件，明确相关要
求。
3．对参与复试录取工作人员的培训安排
发放国家和学校关于研究生复试工作的相关文件，个人研读和线

上学习相结合，强调复试工作的纪律性和规范性。
4．对复试考生资格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办法
在复试前，获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须按照通知要求，通过电子邮件
提前送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学生证、必需的学力证明（学
历学位证书、学籍学历认证报告等）、本科阶段成绩单等，用于复试
资格审查（详见本方案第三、4 条中提交材料的说明）。
特别说明：
（1）被录取的应届本科考生需于入学报到时向录取学院（部）
交验本科学历证书原件，对于未能提供者将取消入学资格。
（2）对于提交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学
校将取消其复试录取、入学资格或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3）入学后 3 个月内，招生单位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对所有考生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
5．复试的监督和复议的具体办法和形式
学院负责纪检的领导将进行内部监督；复试过程将进行记录。学
院公布考生接待电话和院招生领导小组受理考生投诉监督举报电话，
接受监督。学院招生领导小组将对合理复议申请进行讨论，根据有关
规范解决相应问题。
三、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1．各学科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及其中已接收推免生人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拟招生计划
人数

已接收推
免生人数

全日制

25

4

025100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125100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

120

/

125200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

60

/

全日制

20

5

非全日制

2

/

125300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注：复试过程中，拟招生名额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略有调整。
2．复试程序、复试时间、视频复试系统或 APP
（1）复试程序：
复试采用半结构化视频复试的形式，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考
生根据系统提示进入候考区。考生连线成功后先出示本人身份证、准
考证、学生证（指应届生）、学历证（往届生），并进行人脸识别、
人证识别，检查考生考试环境。
由学科复试小组组长向考生介绍本学科特点以及复试老师基本
情况，并向考生说明复试程序。
然后进行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专业能力考核、综合面试。
复试完毕后，复试小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形成复试成绩。复试
总成绩少于 60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
（2）复试时间：每人不少于 20 分钟。
（3）视频复试系统或 APP：学信网复试系统、腾讯会议 APP（备
用）。
3．复试比例
参加复试的考生按拟录取人数的 120%～150%组织，采取差额复

试。
4.对考生复试前提交材料、复试场地、硬件设备、软件安装等需
要考生提前准备的有关内容，以及在考核过程中、考核后对考生的要
求
（1）提前提交材料：考生须提前通过电子邮箱于各学科复试时
间的三天前提交如下材料（例如 5 月 10 日复试，须 5 月 7 日前提交）
，
用于复试资格审查。报考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125300 会计（专
业学位）的考生发送至邮箱 guoxx@bjut.edu.cn。报考 125100 工商
管理（专业学位）、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的考生发送至邮
箱 zhangyn@bjut.edu.cn。邮件名称和文件夹名称为“学科代码+学
科名称+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各项材料按顺序编码并命名，例如“1.
身份证；2.准考证；3.学生证/学历证书；4.成绩单；5.个人简历；6.
学术成果”等。提交材料如下：
1 本人有效证件、准考证；
2 必需的学历证明：

a.本人学生证（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如由于疫情影响导致无
法提供，可提交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提交学历证书（非
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如由于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提供，可提交学信
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b.本科期间成绩单（由于疫情影响如无法提供盖章版本，则可须
提交教务系统截图，并由本人撰写并签署承诺书，承诺在入学时必须
补验原件。
c.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后连续工作两年或两年以
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 9 月 1 日）、以及国家承

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的同等学力考生（工商管理专业学位、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教育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管理研究方向除外）：除提交本
人学历证书外，还需按招生章程的有关要求，提交本人在国内外重要
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公开发布的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或已获
的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的相关材料。
d.对于考生学籍学历信息有疑问的，必须提供《学籍在线验证报
告》（应届生）或《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非应届生）。
③个人简历（形式不限）。
④学术成果。
（2）复试场地：考生须保证独处且所在空间相对安静，保障设
备电量和内存空间充足，连接优质网络。
（3）硬件设备及软件安装：考生参加复试须使用“双机位”，
“第一机位”采集考生音、视频源（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采
集考生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复试场所远端）。建议使用笔记本电脑
或台式机电脑+外置摄像设备作为复试设备，采用手机作为复试场地
监控设备。考生要提前阅读学信网复试系统考生端操作手册，熟悉演
练学信网复试系统、腾讯会议 APP。
（4）考核过程中其他要求：复试前，考生须签署诚信考试电子
承诺书。复试过程中，如考生使用手机进行复试，务必彻底关闭手机
通话、短信、微信、QQ、闹钟等各种可能中断或影响考试的手机应
用程序。因手机其他应用程序或拨入电话造成视频复试中断的，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使用电脑或手机进行视频复试的过程中，视频
复试软件要始终全屏显示。第一机位摄像头取景范围不能过小。远端
机位要能够显示完整的复试环境整体情况。“双机位”音视频信号采

集应清晰流畅。考生不得截图、摄录、拍照、录屏、录音复试情况。
考生在考核过程中应确保个人信息资料真实有效，并按照学校相关要
求进行材料复核，严格遵守复试纪律，诚信应考，如有欺瞒、作弊等
行为后果自负。
（5）考生须根据学院要求，配合进行网络远程复试系统的模拟
测试，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5．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以题库为范围，对考生“随机抽题”进行考察。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占复试总成绩的 10%）：包括外语听说能力
测试，要求考生准确、清楚地回答复试老师给出的英文题目答案。
专业能力考核（占复试总成绩的 40%）：对考生掌握专业理论综
合知识的扎实程度进行考察。
综合面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50%）：包括综合分析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科研能力、专业外语等综合素质考察，要求考生真实、清楚
地回答复试老师提出的问题，讲清楚对本学科的理解和自己的发展方
向。
会计硕士、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考生
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在复试中进行，由学院（部）提前准备试题库，
在视频复试过程中以问答形式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6．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办法
把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录取的基本原则；严格政审；在复试过程
中注重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
7．复试考生的成绩评定和计算方法
复试总分满分为 100 分，其中外语听说能力占 10%、专业能力考

核占 40%、综合面试占 50%。复试总分不及格（<60）者不予录取。
8．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总成绩合成
加权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1/5×50%]+[复试成绩总分×50%]
MBA、MPA、会计专硕的加权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1/3×50%]+[复
试成绩总分×50%]
9．考生查询复试结果的时间、网址
复试结束后，将通过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网站
（http://www2nd.bjut.edu.cn/jgxy/）公示复试结果；拟录取名单
将通过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yanzhao.bjut.edu.cn/）
统一公示。
10．学院调剂工作安排
（1）相关学科/专业调剂系统开关闭时间；
专硕：
125100 工商管理 MBA（非全日制）：5 月 20 日 0:00 开放，5 月
20 日 12：00 关闭。在计划尚有缺额时，每天 14:00-2:00（次日） 开
放调剂系统。
125200 公共管理 MPA（非全日制）：5 月 20 日 0:00 开放，5 月
20 日 12：00 关闭。在计划尚有缺额时，每天 14:00-2:00（次日） 开
放调剂系统。
025100 金融（全日制）：5 月 21 日 0:00 开放，5 月 21 日 12：
00 关闭。
125300 会计（非全日制）：5 月 21 日 0:00 开放，5 月 21 日 12：
00 关闭。
（2）调剂具体要求

1 须符合调入学科（专业）的报考条件。2020 年我校非全日制

学习方式只接受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的考生报考。
2 初试成绩符合拟申请调剂经管学院相关专业 2020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复试分数线的要求。
3 初试科目须与调入学科（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

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025100 金融（全日制）只接收初试
科目包含统考数学的考生。
4 调入学科（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学科（专业）相同或相近，

须是相同学科门类（类别）间的调剂。
（3）调剂工作程序
所有调剂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全国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
系统”申请调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在调剂系统中进行“同意复试”
的确认以及拟录取后的“待录取”的确认。
（4）调剂复试办法
参照一志愿考生复试办法。
11．公布学院考生接待电话和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考生投
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考生接待电话：010—67396564
投诉监督举报电话：010—67396548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MBA）

复试组别

第四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0 年 5 月 10 日

5 月 10 日
08:40-12:0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10501964 王冬蕊、100050431511180 周炎、
100050110502206 褚玉洁、100050110502261 张金良、
100050424711099 余文志、100050411310065 闫慧敏、
100050411710230 赵艳峰、100050110502215 初文博、
100050110502248 蒋天成、100050120402418 丛龙辉

5 月 10 日
13:30-17:3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10502126 杨红超、100050220506531 高超、
100050110502022 王纯、100050110502264 杨瑾、
100050110502171 黄晓磊、100050210506176 夏淼、
100050110502150 任静、100050110502287 闻明嘉、
100050120402468 张子明、100050321707207 王盈、
100050110502330 周梦童、100050130503491 宋笑

5 月 10 日
08:40-12:0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10502265 史萌、100050120402455 张立伟、
100050513511526 黄威、100050513511527 肖培、
100050110502132 周跃、100050120402457 毛淑娟、
100050120402485 张晶、100050110501943 徐义勇、
100050220706599 闫海波、100050132104962 郝炳燚

5 月 10 日
13:30-17:3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411610179 黄雯琪、100050424711101 缪升合、
100050110502088 徐世风、100050110502336 乔宇、
100050120402456 赵发明、100050110502327 贾丹、
100050120402447 洪继彪、100050211806357 姜东慧、
100050131004136 王帝、100050330107308 吴灵晓、
100050120402486 王爽、100050322107266 李明

5 月 10 日
08:40-12:0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411510153 杨东坡、100050110501959 张亚云、
100050110501995 韩瑜、100050120402461 高军、
100050321607183 朱树生、100050371709532 张迪、
100050110502299 任立志、100050131004166 郝鲜云、
100050341207581 薛艳萍、100050350107715 崔红卫

5 月 10 日
13:30-17:3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10502153 王婷婷、100050130703847 韩剑峰、
100050411510152 段锋、100050110502016 宋晓龙、
100050131004137 于立红、100050210306138 杨立波、
100050110502082 赵浩月、100050232406935 孔凡清、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100050410309795 张真真、100050110502074 朱愔愔、
100050131004119 苗文凤、100050370809115 何金利

5 月 10 日
08:40-12:40

复试要求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370909196 杨晓东、100050110502125 张雯、
100050120402458 张凯、100050131004147 宋春潮、
100050110501950 史凤霞、100050110502026 刘梦怡、
100050120402431 何云云、100050120402480 欧明扬、
100050130503490 仲昭龙、100050131004152 朱宝福、
100050131004168 张延召、100050321107017 胡乃杰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按要求进行复试，诚信应考。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A)

复试组别

第五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0 年 5 月 11 日

5 月 11 日
08:20-12:2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10502076 秦诚远、100050130703833 程雅丽、
100050110502181 王薇、100050110502047 赵玉平、
100050110502201 张文治、100050110502221 高启轩、
100050370709019 尤樱杰、100050110501796 许瑞光、
100050110501825 陈艺文、100050110502306 王淼、
100050210906216 赵彩虹、100050110502288 侯佳丽

5 月 11 日
13:3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20402432 李宁宁、100050110501902 李欢、
100050110502031 王冲、100050110502276 仲惟、
100050110501836 赵琳琳、100050110501907 赵冰悦、
100050110502216 王文文、100050110501879 刁鹏、
100050110501900 李盈、100050110502144 李杨、
100050110502266 孙嵩焘、100050110501980 庞宇、
100050110502054 郝亚宁、100050110501741 任征越、
100050110501858 郭佳、100050110501804 程鹏、
100050110501918 刘润浩、100050110501853 金秋曼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复试要求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按要求进行复试，诚信应考。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全日制）

复试组别

第六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0 年 5 月 14 日

5 月 14 日
08:40-12:0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32505049 马煜、100050410109649 郭园园、
100050421910930 李喻晓、100050131004123 李昕礼、
100050360807941 叶亦男、100050141105363 孙佳铭、
100050110502329 张跃、100050110501833 王敏、
100050130303110 刘润珂、100050231206813 王诗媛

5 月 14 日
13:30-17:3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450111342 陆畅、100050110502301 裴雅盟、
100050311306965 汪朝煌、100050371309347 孟庆杰、
100050410709944 杨悦、100050110502243 高世冲、
100050110502263 狄尔松、100050330107309 顾佳琳、
100050131104377 孙亚宁、100050231906897 张歌、
100050120402451 梁祖华、100050142005655 刘嘉迪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复试要求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按要求进行复试，诚信应考。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复试组别

第七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0 年 5 月 22 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5 月 22 日
08:40-12:40

复试要求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0131804847 张莞晴、100050110501608 高梦丽、
100050110501622 马芳宁、100050131104389 邵凯诗、
100050131504601 郝家璇、100050110501603 张媛媛、
100050350307730 崔璨、100050340807537 徐媛媛、
100050350107716 张展、100050110501592 万鸿成、
100050311306967 周伟、100050130202896 董萌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按要求进行复试，诚信应考。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非全日制）

复试组别

第八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0 年 5 月 21 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复试要求

另行通知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按要求进行复试，诚信应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