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政策 

及常见问题解答 

一、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而未获得学士学位者是否可以报

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答：可以报考。  

二、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是否可以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答：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

考，需参加加试科目考试。 

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

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我校

硕士研究生？是否按同等学力考生对待？ 

答：可以报考。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在报考时尚未毕业、但在

录取当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考生须到省级自考机

构开具“自考成绩证明”；在报考时尚未毕业、但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网络教育考生须到所在高校网络教育学

籍管理部门开具“届时毕业证明”。不按同等学历对待。 

四、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有什么要求？  

答：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为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

件规定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具体要求如下： 

（一）我校只接收具有普通全日制临床医学类本科学历（学籍）

考生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具有普通全日制临床医学类专升本

学历（学籍）考生的本科阶段修读专业和专科学历专业必须一致；具

有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学历文凭的考生不得报考，但可以



报考基础医学学术学位。 

（二）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不得报考临床

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但可以报考我校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 

（三）在院校培养和协议规定服务期内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

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培学员不得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 

（四）报考专业与毕业专业必须一致。其中：医学影像学和放射

医学专业毕业生仅可报考影像医学与核医学领域、麻醉学专业毕业生

仅可报考麻醉学领域；眼视光医学专业毕业生仅可报考眼科学领域；

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生仅可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领域；等。 

（五）我校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规培基地有陕西省人民医院、西

安市红会医院、西安市中心医院、延安大学咸阳医院和榆林市第一医

院，具体在哪个医院根据本人专业领域、专业方向和导师情况等确定。

我校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硕士规培基地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五、我校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都招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如何区分？ 

答：我校医学院在内科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和外科学三个领域招

生。附属医院在内科学、儿科学、神经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

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肿瘤学、麻醉学、急诊医

学、全科医学和临床病理学十三个领域招生。 

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规培基地有陕西省人民医院、西安市红会医

院、西安市中心医院、延安大学咸阳医院和榆林市第一医院，具体在



哪个医院根据本人专业领域、专业方向和导师情况等确定。我校附属

医院临床医学硕士规培基地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六、报考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有什么要求？ 

答：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指导

意见，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一般为大学本科毕业生，具有三年

以上第一线教学经历的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任教师和

管理人员也可报考。 

我校教育硕士各招生领域（除教育管理）只接收拟从事基础教育

教学人员报考，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学科教学（英语）领域只

接收英语相关专业考生报考。 

七、报考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有什么要求？ 

答：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

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以上工作

经验的人员。 

八、报考护理硕士有什么要求？实践基地在什么地方？ 

答：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为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护理学本科

毕业，且通过国家注册护士职业资格考试或具有注册护士执照（普通

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除外）。 

护理硕士实践基地有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和榆林市第一医院。具体在哪个医院根据本人专业方向和导师情

况等确定。 

九、大专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答：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两年（从大专毕业到 2018年 9月）

或两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同等学力

考生原则上不允许跨学科报考。 

专科生报考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和公共管理硕士须获得国家

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

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专科生不可以报考临床医学硕士、教育硕士和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 

十、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否可以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答：一般不能报考。如果所在普通高校为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大

学三年级学生提供所在学校同意报考的函并加盖学校公章、学校实行

学分制的办法，以及学生按学分制要求已完成的课程和成绩证明等材

料，方可报名。即使被录取，如入学报到时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原件，

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十一、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是否可以报考硕士生？  

答：可以。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十二、能否跨专业报考？  

答：具有国家承认本科学历考生可跨专业报考（除简章上有特别

说明的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原则上不得跨专业报考。 

十三、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如何报名？  

答：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现场确认两个步骤。考

生须事先查阅我校招生简章，在教育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登陆中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网上报名；在规定的现场确认时间内，



本人持本人身份证（现役军人及军队文职干部持军人身份证件）、学

生证（应届生）、学历证书（非应届生）或其他证明材料以及网报的

报名号，到现场确认地点照相、确认报名信息等。  

在 2018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

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

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十四、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地点如何选择？  

答：我校是陕西省研究生招生考试社会考点。因我校标准化考场

考位有限，我校只接收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报名： 

1．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社会考生（因我校考点考位有限，仅接

受户口或工作单位在延安市的考生）；  

2．报考省内非报考点招生单位的社会考生（因我校考点考位有

限，仅接受户口或工作单位在延安市的考生）；  

3．报考省外招生单位、非报考点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因我

校考点考位有限，仅接受榆林学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4．报考省内非报考点招生单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因我校考点

考位有限，仅接受榆林学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5．报考省内外招生单位的延安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  

6．报考延安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社会考生；  

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考生，在网报时选择延安大学作为报考点，

其网报信息无效。 

特别提示：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2017〕9 号）文件要求，应届本



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

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单独考试考生应选择所报单位报考点办理网上

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等

专业学位考生和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

试管理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十五、现场确认要求携带什么材料？ 

答：（一）学籍在延安大学和榆林学院的普通全日制应届本科毕

业生应提供以下材料：  

1.考生二代身份证（原件） 

2.已注册学生证（已完成学年必须全部加盖注册章） 

3.《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学信网下载） 

4.《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信息表》 

（二）报考延安大学的社会考生应提供以下材料： 

1.考生二代身份证（原件） 

2.《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育部学信网下载） 

3.毕业证书（原件） 

4.《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信息表》 

（三）报考其他院校，户籍（或工作单位）在延安市的社会考生

应提供以下材料： 

1.考生二代身份证（原件） 

2.《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育部学信网下载） 

3.毕业证书（原件） 

4.《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信息表》 



5.户籍不在延安市，但工作单位在延安市的考生还需提供工作地

点在延安市的有效证明（含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

具的工作证明、近三个月的工资单，缺一不可，均须原件）。 

（四）在报考时尚未毕业、但在 2018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本科

毕业证书的自考考生、网络教育考生、继续教育考生应提供以下材料： 

1.考生二代身份证（原件） 

2.《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学信网下载） 

3.《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信息表》 

4．自考考生还须提供省级自考机构开具“自考成绩证明”；网络

和继续教育考生还须提供所在高校学籍管理部门（继续教育学院或网

络教育学院）开具“届时毕业证明”。  

（五）考生报名、现场确认时均须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六）现场确认时将对考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学历证书进行检

查，并与网报相关信息进行核对。如发现有伪造证件的，将通知公安

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暂扣相关证件。 

（七）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

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未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的，不予现

场确认。 

（八）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九）报考护理硕士（普通全日制应届本科生除外）的考生还需

提供具有护士执照或通过国家注册护士职业资格考试的证明材料。 

（十）对在往年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因作弊给予暂停参加考试处



理、并在规定的暂停参加考试年限内的考生，2018年度不允许报考。 

十六、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如何审查？  

答：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查阅报考单位招生简章，核对本人是否符

合报考条件。报考资格审查将在复试阶段进行。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

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负。凡被发现在招生考试过

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无论何时，一经查实，即取消其复试、

录取资格。已获得学籍的，取消学籍。审查时须提交材料以具体通知

为准。  

十七、同等学力考生初试合格后是否加试？  

答：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必须加试所报考专业的两门本科主干课

程，加试方式为笔试。报考我校公共管理硕士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加试。 

十八、各专业招生人数是否确定？  

答：硕士研究生招生是前一年各招生单位制定招生简章，拟定招

生人数，次年教育部下达招生计划，确定招生人数，故招生简章中公

布的各专业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具体招生人数要等 2018 年教育部、

发改委的批复后才能确定。各专业的招生人数将根据参加复试人数做

适当调整。  

十九、我校的各专业的复试分数线如何确定？  

答：我校复试分数线执行国家一区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具体的各学科分数要求请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查阅。学校在国家复试基本分数线的基

础之上，依据当年各专业的初试情况，按照国家要求的复试比例，确

定各专业的复试分数线。  



二十、我校各专业的学制是几年？  

答：我校 2018 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除教育硕士和工程硕

士为 2年外，其余学科（专业类别）均为 3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学制均为 3年。 

二十一、我校研究生的奖助学金包括哪些？  

答：（一）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获奖者奖励 20000元。 

2．学校设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学年 6000元，除有固定工资收

入者外都可获得。 

3．学校设有学业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 10000 元，二等学业

奖学金 6000元，三等学业奖学金 3000元。我校新生学业奖学金覆盖

面为 80%。 

4．学校设有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津贴，受聘者每月津贴 500

—1000元。 

5．学校设有“宝钢”奖学金，宝钢优秀学生奖 10000 元、宝钢

优秀学生特等奖 20000元。 

6．学校设有研究生创新基金。 

7．学校设有研究生个性化培养经费。 

（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政策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二十二、我校研究生学费标准是多少？ 

答：我校严格执行《陕西省物价局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教育厅

关于我省研究生教育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全日制医学类



专业学费为每学年 8000 元，其余各学科（专业类别）学费均为每学

年 7000元。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学费为每学年 8000元，公共管理硕士

学费为每学年 12000元。 

二十三、我校全日制研究生住宿费标准是多少？  

答：根据《陕西省物价局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我省

高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服发【2015】32

号）文件规定，每生每学年住宿费标准为 900元。  

二十四、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否有参考书？在哪里购买？

是否提供往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题？ 

答：我校研究生招生简章中附有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不是考试范围，参考书由考生自行购买。我校研究生处网站下载专

区有历年考研真题供考生下载。  

二十五、我校是否举办专业课考前辅导班？ 

答：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  

二十六、我校 2018 研究生招生考试哪些科目是参加全国统考？  

答：思想政治理论（101）、英语一（201）、英语二（204）、数学

一（301）、数学二（302）、数学三（303）、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06）科目为全国统考，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199）为全国联考，

其余考试科目均为自命题科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第二外语

日语（241）和俄语（242）、护理综合（308）、历史学综合（715）、

教育综合（333）和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707）也为自命题考试科目。  

二十七、考生如何及时查询初试成绩等信息？  

答：我校初试成绩一般在 2 月中旬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公布。查询网址：http://yz.chsi.com.cn/apply/cjcx/ 。 

二十八、我校硕士招生进入复试及录取办法如何？  

答：硕士研究生录取按综合得分的高低顺序进行择优录取，综合

得分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  

有下列几种情况中之一的考生，属复试不合格，原则上不予录取。  

1．复试中的笔试成绩不及格（满分为 150分的合格分为 90，满

分为 100分的合格分为 60）；  

2．综合面试成绩不及格（同上）；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的 2门课中有 1门不及格（同上）；  

4．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不合格（合格标准由学校根据当年考核情

况确定）； 

5．体格检查不合格；  

6．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  

二十九、我校专业目录中招生人数看不明白，请做一下解释。  

答：我校招生人数是按照招生单位编制，如：50 表示你所报考

专业所在院系招生总人数为 50 名，此人数不是最终录取人数，学校

将会根据参加复试的考生人数临时调整，招生单位最终招生人数以录

取人数为准。推免生接收人数按最终录取人数为准。 

三十、同等学力是指哪些考生？  

答：1．同等学力是指只有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必须是国家承认

的，且在 2016 年 9 月 1 日前颁发的），截止 2018 年 9 月 1 日已经工

作 2年或 2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考生.  

2．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同等学力考生对待。  



三十一、我校有在职一类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吗？  

答：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

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2 号）文件精神，在职类硕士研究生

调整为统招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我校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三十二、上学期间人事档案可不可以不转入贵校？  

答：全日制研究生个人档案必须转入延安大学，人事档案未转入

我校者，将不得申请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影响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

金、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等申请。非全日制研究生人事档案可以

不转入我校。 

三十三、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在什么地方取得？ 

答：如出现学历（学籍）验证错误，请仔细核对本人填报的姓名、

性别、身份证号、专业名称、毕业院校代码、毕业院校名称、毕业证

书编号（学号）、入学时间、毕业时间等信息是否正确，若填写错误，

请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研招网修改。 

如填报信息准确无误，请提前参照《研究生招生考试学历（学籍）

验证或认证办法》进行学历（学籍）验证或认证。现场确认时须向工

作人员提交学历（学籍）验证或认证报告。 

三十四、因各种原因被停考的考生，停考期内是否允许报名？ 

答：停考期内不允许报名，网上填报报考信息无效，现场确认时

不予确认。 

三十五、我校是否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答：我校 2018年招收非全日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如下： 

（一）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两个专业



（领域）只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二）教育硕士中的学科教学（思政）、学科教学（语文）、学科

教学（数学）、学科教学（生物）、学科教学（英语）、学科教学（体

育）六个领域兼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三）其余学科（专业）只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特别提示：请考生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

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