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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部 2020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复试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号）、《教育部关于印发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函〔2019〕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年全省硕士研究生复试有

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定，以及《黑龙江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电子工程学院实际情况，制定学院 2020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细则如下： 

一、 组织领导 

1、成立电子工程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电子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组织实施。 

组  长：赵晓锋 

副组长：汪国强 

成  员：朱  佶、沈永良、孙书利、石  莹、王尔馥、吴文智、胡  靖

王晓飞、刘明亮 

2、成立学院各招生学科（专业）复试小组，负责相关学科（专业）复

试工作的具体实施。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组 

（2）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组 

（3）专业素养考核组 

① 物理电子学复试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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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电路与系统复试小组 

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复试小组 

④ 信息与通信工程复试小组 

⑤ 控制科学与工程复试小组 

⑥ 电子信息(电子与通信工程方向)复试小组 

⑦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程方向)复试小组 

⑧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方向)复试小组 

二、 复试原则 

1、全日制学术学位学科（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分别

进行复试工作。 

2、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我院各专业复试分数线均采用教育部公

布的《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术学位类、专业学位类）》A类分数标准。 

三、 调剂要求 

我院相关专业的调剂工作按照《黑龙江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中的调剂要求执行。 

四、 复试形式及内容 

1、复试形式 

按照黑龙江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根据我省

疫情防控形势，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聚集，坚决防止疫情扩散，为保障考

生及考务人员的生命安全，电子工程学院所有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均采用

网络面试的考核形式，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主干课程为网络笔试。网络复试

平台为“钉钉”和“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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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试机制 

我院执行“三随机”工作机制，即“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

确定复试组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 

3、复试内容及分值（总分：300分）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30分） 

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内容应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

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2）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60 分） 

主要考查考生的外语听力、口语等外国语实际使用能力。 

（3）专业素养考核（210分）   

考查考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具体考查内容如下： 

①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30分）； 

② 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情况（90分）； 

③ 创新精神和科研潜力（20分）； 

④ 毕业论文内容（30分）； 

⑤ 对本学科专业的前沿知识、发展动态的了解和把握情况（20分）； 

⑥ 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及举止礼仪等方面综合素质（20分）。 

五、 复试流程及时间安排 

1、考生在“钉钉”和“腾讯会议”进行账号注册 

考生在 5 月 12 日 10：00 前需注册“钉钉”和“腾讯会议”账号，注

册账号需使用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更换手机号

码的考生及时与我院联系申请更换注册账号。 

2、考生通过“钉钉”加入报考专业的复试群组 

考生参加复试前（一志愿 5月 12日 12：00，调剂生另行通知），需加

入报考专业或拟调剂专业“钉钉”群，表 1给出我院复试工作“钉钉”群，

入群验证的格式要求为准考证号+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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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复试工作“钉钉”群 

序号 复试小组 
“钉钉”

群号 
复试联络人 

联络人 

“钉钉”号 

1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34656109 郭一鸣 dsl6im6 

2 
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英语考生） 
同报考专业“钉钉”群  

3 
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俄语、日语考生） 
33805849 王  欣 hdwangxin 

4 物理电子学 31544625 钱思宇 qiansy321 

5 电路与系统 32178074 于志鹏 hdyuzp 

6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32561777 艾春鹏 hdaicp 

7 信息与通信工程 31011857 朱福珍 zhufuzhenhlju 

8 控制科学与工程 31349303 王  欣 hdwangxin 

9 电子信息(电子与通信工程方向) 32425582 方  旭 fangxu225 

10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程方向） 32178074 于志鹏 hdyuzp 

1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方向） 35555096 郝  钢 haogang1980 

3、资格审查及考生承诺书签订 

（1）资格审查内容 

考生应在线提交电子版审查材料（照片形式）。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

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审查材料为： 

① 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 

② 准考证； 

③ 学生手持身份证的正面照片（需保证身份证正面信息及本人五官清

晰）； 

④ 学历证书/学历认证报告（应届生提供学生证/学籍电子注册备案表）； 

⑤ 大学期间成绩单（需加盖公章）； 

⑥ 大学期间各种获奖、荣誉证书等。 

（2）考生承诺书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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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应在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下载打印《黑龙江大学 2020年研究

生诚信复试承诺书》，并手写签名，以照片形式提交。 

（3）资格审查、考生承诺书的提交要求 

相关材料 5月 13日 12：00 前通过“钉钉”发给报考专业复试联络人。 

4、考生系统测试 

我院在复试前（5月 12 日 14：00）对考生进行远程复试流程指导，向

考生详细介绍网络复试平台的使用办法、复试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等，原

则上必须参加培训。 

5、复试时间及要求 

根据黑龙江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时间安排，我院定于 5月

14日至 5月 17日进行一志愿考生复试，5月 20日至 6月 10日进行调剂考

生复试。 

（1）一志愿具体复试时间见表 2。 

表 2 一志愿复试时间表 

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备注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5月 15 日全天 全体 

外国语听力

及口语测试 

我院各招生专业 

（英语考生） 

与专业素养考核 

同时进行 
学硕/专硕 

我院各招生专业 

（俄语、日语考生） 

5月 15 日上午 

（单独进行） 
学硕/专硕 

专业素养考

核 

物理电子学 5月 15 日全天 学硕 

电路与系统 5月 14 日上午 学硕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5月 17 日全天 学硕 

信息与通信工程 5月 14 日下午 学硕 

控制科学与工程 5月 16 日上午 学硕 

电子信息(电子与通信工程方向) 5月 16 日全天 专硕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程方向) 5月 14 日上午 专硕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方向) 5月 14 日上午 专硕 

备注：上午 8:30-12:30  下午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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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剂考生复试时间和复试平台在一志愿复试结束后，另行通知。 

六、 成绩计算 

1、复试成绩满分 300分。其中专业考核成绩满分 210分，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满分 60 分，思想政治考核满分 30 分。凡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 分或

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的，即为复试不合格。 

2、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科目中的任何一门考试成绩低于 60 分，即为

不合格。 

3、一志愿考生按入学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国家下达的招生计

划录取，总成绩为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之和，对总成绩相同且必须作出取

舍的，初试成绩高者优先。 

4、调剂考生按入学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

录取，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入学考试总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3×50% 

对总成绩相同且必须作出取舍的，复试成绩高者优先。 

5、根据《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学校认为有必

要时，可对考生再次复试。 

七、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1、复试评委库评委需向所在学科（专业）反馈复试前 14天身体健康、

行动轨迹情况，上报学院防疫小组审核； 

2、复试场所在复试前、复试后进行全面消杀，并作通风处理； 

3、复试房间全面消杀后，时间间隔 3小时后可以继续使用； 

4、复试评委进入复试场所前进行体温测量，全程佩带医用外科口罩

（按照时间要求更换）； 

5、复试现场评委间隔 1.5米以上； 

6、复试现场设置备用隔离房间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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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 

1、复试工作联系电话和监督电话（0451-86604401）。 

2、本方案未尽事宜，按《黑龙江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

取工作方案》及相关政策执行。 

3、本细则由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2020年 05月 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