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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招生 

工作实施方案 

依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做好 2018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录取办法》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办法》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各专业特点，现将我院 2018 年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招生工作安排如下： 

一、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 2018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 2018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招生工作的

安排、组织及实施。 

组长：蔡  骋 

组员：党  青  张宏鸣  刘小峰  翟  立  各学科点负

责人、所有研究生导师 

秘书：范芳娟 

信息〔201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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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刘桂玲  尹秀珍  王淑珍  肖  凡  王  静

杜亚娟 

二、督查工作小组 

组  长：党  青 

副组长：翟  立 

秘  书：程玉锋 

工作人员：刘桂玲  王淑珍 

负责 2018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招生工作各环节

工作督查。 

三、考生资格审查 

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并符合国家 A 区分数线的考生；通过

学院调剂资格初审且得到电话通知的调剂考生，都请于 3 月

24 日上午 8：00-11：00 到信息学院报到复试。 

资格审查时请务必携带本人以下材料： 

1. 准考证及一张 1 寸免冠照片（体检表用）； 

2.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3. 毕业证书（应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4. 思想政治考核表（附件 1 考生下载后，档案所在单位

盖章）； 

5. 考生自述（包括业务和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研究计

划如发表论著、获得奖励等）； 

6. 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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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单位红章）； 

7. 全国英语四、六级证书或成绩单（国家成绩单未下发

的考生,须持教务处加盖红章的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凡申请调剂学术型的研究生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必须在

425 分以上（含 425 分）。 

四、复试内容及时间安排 

1.复试内容 

复试由英语听力、笔试、面试（包括上机考试）等三部

分组成。英语听力测试满分为 100 分，主要考察考生的英语

听说能力。笔试满分为 100 分，考察专业知识、实验技能和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笔试科目参照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要求；面试满分为 100 分，由素质考察、外语口语测

试和专业基础知识水平测试三部分组成，机试着重考察考生

的计算机编程应用能力，学院会根据考生的考试情况，划定

分数线。 

2.时间安排 

机试：3 月 24 下午 14:00-16:00（机房 3 层软工实验室和

大数据实验室考试） 

笔试：3 月 24 下午 16:30-18:30（机房 3 层软工实验室和

大数据实验室考试） 

面试：3 月 25 日上午 8:00 开始 

英语听力：3 月 25 日晚上 19:30 开始（机房 3 层软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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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和大数据实验室考试） 

心理测试：3 月 25 日晚上 20:30 开始（机房 3 层软工实

验室和大数据实验室考试） 

所有参加复试考生均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参加各环节

考核。 

五、考生体检 

2018 年 3 月 24-26 日上午 7:00 开始西农校医院（西农路

水保所对面），空腹前往。 

六、录取办法 

总成绩（满分 500）=（初试成绩 500 分）×50%+[复试

笔试成绩 100 分×1.5+复试听力成绩 100 分×0.5+复试面试成

绩 100 分×3.0]×50%。按学科专业根据考生的总成绩排名，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取时，复试笔试或面试成绩低于

60分者，体检不合格者及复试成绩少于 300分者均不得录取。

参加 2017 年夏令营的营员按照文件相关精神执行。 

复试具体办法按照学校《关于做好 2018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复

试录取办法》（校研发〔2010〕86 号）执行。 

七、相关说明 

1. 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

录取；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按时进行资格审核将取消调剂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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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试合格的考生如取得拟录取资格，必须持学院开具

的待录取证明在规定时间内到学院办理相关手续，过期将不

予录取。 

3.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招生工作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全面衡量考生的德智体情况，按需

招生、择优录取、确保质量。 

 

附件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

考核表 

附件 2. 2018 年信息工程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简

章（含复试考试科目） 

附件 3. 2018 年信息工程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含复试考试科目） 

附件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附件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大学生暑

期夏令营考核实施细则 

 

 

 

信息工程学院 

2018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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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研究生  招生  复试  录取 

抄  报：研究生院 

抄  送：院领导，学院各系（部、室） 

信息工程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0 日印发 



 

附件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考核表 

准考证号  姓名  
在  职（  ） 

非在职（  ） 

是否有过

违规或违

纪 

 

出生年月  民族  考生所在单位名称  

考生所在单位对该生在贵单位工作学习期间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

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的介绍：（内容较多时可有附页） 

 

 

 

 

 

 

 

 

 

 

 

 

 

 

 

 

 

 

 

                                          党组织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所填内容一经涂改，本表无效。 

   （2）考生姓名、所在单位、出生年月、民族必须与该生报名时所填内容一致。 

   （3）“党组织部门”是指能对考生的政治表现负责的管理部门，如：组织部、党总支、党

支部等。 

   （4）本表请考生自行从网上下载，用 A4 纸打印，并由所在单位填好后封装、密封。在

资格审查时，带上本表交资格审查处。 

   （5）本表信息若有虚假、涂改或密封不完整，将取消考生的复试、录取资格。 



 

附件 2： 

2018 年信息工程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含复试考试科目）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科目组 
招生导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10 信息工程学院  

10（已招

收推免

生 4 人） 

联系电话

029-87092322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④846 计算

机组成原理,C 语言,

数据结构(3 门选 2

门) 

复试笔试科

目：数字电路

或数据库原理

与应用；程序

设计（机试 2

小时） 

_ 01 智能媒体处理 

耿  楠  张志毅  蔡  骋  唐晶磊  胡少军 

王美丽  刘  斌  宁纪峰 

_ 02 数据库与知识工程 李书琴  张宏鸣 

_ 03 嵌入式系统 张建锋  黄铝文 



 

附件 3： 

2018 年信息工程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含复试考试科目） 

牵头学院及招生类别、领域 招生导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10 信息工程学院  39 
联系电话 

029-87092322 
 

085212 软件工程 

李书琴  蔡  骋  宁纪锋  张志毅  张宏鸣 

唐晶磊  王美丽  胡少军  黄铝文  刘全中 

刘  斌  杨  龙 

30（已招

收推免

生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 或 204 英 语 二

③302 数学二④842

数据结构和 C 语言 

复试笔试科

目：数据库原

理与应用；程

序设计（机试 2

小时）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李书琴  张建锋  张宏鸣  王美丽  唐晶磊 

黄铝文  杨  龙 

9（已招

收推免

生 0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 或 204 英 语 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

三(包括程序设计、数

据库技术与应用、网

络 技 术 与 应 用 ）

④967 数据结构 

复试笔试科

目：数据库原

理与应用；程

序设计（机试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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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确保录取

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0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

的通知》（教学[2010]3 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一、基本原则 

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勿滥

的原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 

二、组织管理 

1.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和监督。 

2. 研究生院负责学校硕士研究生校内外调剂、复试和录

取的安排和组织工作。 

3. 各院（系）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本院（系）硕

士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各学科点成立由 5—7 名研究生

指导教师组成的复试小组具体负责学科点的复试工作，复试

小组组长由学科点负责人担任。 

三、复试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国家各学科门类（专

业）划定的复试分数，并结合我校各学科门类生源情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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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校复试分数线。各院（系）根据学科专业的招生需求，

通知达到我校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参加复试。复试由笔试、外

语听力测试和面试三部分组成。 

1. 笔试 

主要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实验、实践技能知识，

由学科点命题，考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为 100 分，由学院

（系）组织实施。 

2. 外语听力测试 

主要考核考生的外语听力水平，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

各学院（系）组织，外语系实施，测试时间为 30 分钟，满

分为 100 分。 

3. 面试 

主要考核考生的专业知识、实践（实验）能力、外语口

语表达及应用能力、思维敏捷程度、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等，

满分为 100 分。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每生时

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四、录取 

院（系）对参加复试的考生，依据初试和复试成绩按一

定比例加权计算后的总成绩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确定拟录取

名单。 

1. 成绩计算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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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满分 500）=（初试成绩 500 分）×50%+[复试

笔试成绩 100 分×1.5+复试听力成绩 100 分×0.5+复试面试成

绩 100 分×3.0]×50% 

2. 录取时，复试笔试或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和体检不合

格者，均不得录取。 

五、其他 

１. 体检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校医院组织实施。体检

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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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

于研究生招生体检标准》的通知”（校研发〔2005〕336 号）

文件执行。 

2. 未按时参加复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3. 在复试中弄虚作假、违纪的考生取消其资格。 

4. 为了提高调剂生源质量，全校调剂考生由研究生院具

体负责筛选优质考生，并办理参加复试的相关手续。 

5.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前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

本科主干课程，且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为笔试，每门

考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 100 分，试题难易程度按本科教学

大纲要求掌握。加试课成绩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不合格的

不能参加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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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学院汇总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复查，学校研究生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在学校网站公示 7 天。公示期后，

将公示无异议录取名单报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审批。 

六、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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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大学生暑期 

夏令营考核实施细则 

学院将按学科群(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农业信息化等)开展优秀营员的选拔考核工作。优秀营员选

拔考核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即：背景评估，专业笔试及综合

面试(含心理测试)。 

（一）背景评估： 

主要根据营员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估，包括：营员的

教育背景、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等情况。 

（二）专业笔试： 

主要考察对专业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理解

与掌握，考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表达能力、实验技能、计算技能、培养潜力等。 

（三）综合面试： 

包括英语听说、专业面试及心理测试，主要测试营员英

语实际运用能力、掌握本专业系统知识的情况、攻读硕士学

位的目的、科研计划以及心理素质等。重在考查营员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专业能力倾向)以及对本

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凡心理素质测

试不合格者，不能选为优秀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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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计算： 

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背景评估成绩、笔试成绩及综合面

试成绩均为百分制。 

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背景评估×20%+笔试成绩×30%+综

合面试×50%。 

笔试科目：综合知识(数据库原理+程序设计机试)。 

（五）选拔考核综合成绩运用： 

学院将根据申请材料、面试综合考核情况及入营期间表

现，评选出优秀、合格营员名单；夏令营结束后，优秀、合

格营员名单将在我校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网站上公示；学校

将为营员发放夏令营结业证书。 

校外营员享受的研究生招录政策：合格和优秀营员如获

得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校外推荐免试资格，可免复试直接被我

校拟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如未获得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推荐免

试资格，但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当年硕士研究生，并达到国家

最低录取分数线，优秀营员可免复试直接被我校拟录取为硕

士研究生；合格营员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具体政策待学

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在本月底前予以公布）。 

校内营员享受的研究生招录政策：优秀营员如达到我校

的研究生推荐免试条件，合格营员获得我校推荐免试资格，

可免复试直接被我校拟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如未获得我校研

究生的推荐免试资格，但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当年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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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并达到国家最低录取分数线，优秀和合格者营员均可免

复试直接被我校拟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 5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