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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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考试工作及复试录取结果负责。

2.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负责对学院研究生招生过程进行监

督，确保招生公平公正，保障招生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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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院）

交验本科学历证书原件（不统一要求其另行提供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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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00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全日制 28 5

0202J1 0202J1 资源环境与循环经济 全日制 4 1

120100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29 12

120200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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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往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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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志愿合格生源不足 120%的学科（专业），按实际合格考生

名单组织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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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如下材料（已

邮件通知考生），用于复试资格审查。报考 020200 应用经济学、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00 工商管理的考生发送至邮箱

yx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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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本人学生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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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

本人学历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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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b.本科期间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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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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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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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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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调剂工作安排

（1）相关学科/专业调剂系统开关闭时间；

学硕：

0202J1 资源环境与循环经济（交叉学科）（全日制）：2021 年

3月 26 日 20:00 开放，3月 27 日 8:00 关闭。

（2）调剂具体要求

1 初试成绩达到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A类经济学学

科线。

2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经济学门类。

3 我院一志愿考生优先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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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学术学位硕士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复试组别 第一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5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5日
08:30-12:00

一组：（顺序随机安排）

100051370208607李瑞、100051370108208孙凤霞、

100051131805037王立静、100051370108212王梦梦、

100051140505425郝秀艳、100051347807822周梦元、

100051360808072徐晨、100051412810611袁陆雅、

100051411210226郭勇乐、100051123402794张欣

3月 25日
08:30-12:00

二组：（顺序随机安排）

100051413410792陈璇、100051371009464许佳慧、

100051370208604宋圆圆、100051370108206于阳莉、

100051131404707张爽、100051131805036殷思梦、

100051340107531杨桦、100051370208609曹惜萌、

100051131004460谭泳伯、100051360107937张雪梅、

100051370208610黄宪玲

复试要求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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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学术学位硕士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复试组别 第二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6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6日
08:00-14:0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1140105310高树隆、100051110500597郑宏林、

100051420510991王奕潼、100051142205876朱诗秋、

100051110500601肖音、100051322107373万乐乐、

100051370108198李圣楠、100051131004459刘加如思、

100051411210225刘蕙嘉、100051620212123石坤、

100051220406733郭永喆、100051370709211陈雪、

100051370809290梁霄、100051370108200焦睿麟、

100051621212190郭芸、100051411610403刘玲、

100051110500587杨汝悦、100051370308890杨家敏、

100051515111752杨岭、100051210506391汪一沫、

100051130403587乔赵璇、100051110500590周洁、

100051210206340潘柯如、100051131404709孙润、

100051130403586智慧、100051131104621韩雯颖、

100051414010883魏玥

复试要求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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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学术学位硕士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120200 工商管理

复试组别 第三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4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4日
08:30-12:00

（顺序随机安排）

100051110500635李记、100051130603846曹雪瑞、

100051214206625姚欣岑、100051341207684刘紫薇、

100051370108193刘春秀、100051370208587陈林、

100051370208597庄雪、100051370208601宋岸玲、

100051621712208牛丽娜

复试要求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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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学术学位硕士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202J1 资源环境与循环经济（交叉学科）

复试组别 第八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7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09:00-12:00

调剂考生

复试要求
请仔细阅读我校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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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