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1 年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为切实做好 2021 年我院招收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
根据《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武汉纺织大学 2021 年招
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录取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研究生
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原则

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坚持在
全面考查的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
考核；坚持严格复试组织管理，公平、公正、公开；坚持以人为本，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二、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和录取
相关工作，制定本单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对
相关人员进行政策、纪律、规则及程序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组织对
考生的复试考核，提出拟录取考生名单。

三、复试分数线

报考我院硕士研究生的复试资格基本分数线以学校划定的学科
门类基本分数线为准，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不低于 120%，
根据初试、复试总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

四、复试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疫情防控要求，2021 年我院硕士
研究生的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平台为研招网复试平台和腾讯会
议。

（一）复试报到及资格审查

3月 24 日 20:00 前，达到我院分数线且有意愿参加我院复试的考
生，须通过邮件方式进行报到，同时发送资格审查相关材料。邮件发
送要求如下：

1.邮箱地址：fhx@wtu.edu.cn

2.发送邮件标题为：“复试报到：姓名+报考专业”；

3.资格审查材料包括：

（1）入学考试准考证照片或扫描件；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扫描件；



（3）毕业证、学位证照片或扫描件（应届本科毕业生扫描学生
证封面、学号和专业所在页）；

（4）学信网下载的学历(学籍)校验报告，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
校验的考生需提供相关学历（学籍）认证报告的照片或扫描件；

（5）非全日制考生须提供在职证明（应届生提供就业协议）照
片或扫描件；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照片或扫描件；

（7）《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照片或扫描件（入学时提交原件）；

（8）本人亲笔签名的《武汉纺织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考
生诚信承诺书》照片或扫描件。

以上（1）、（2）、（3）、（4）、（5）、（6）、（7）项按
顺序合并成一个 pdf 文件，文件名为“文件 1：考生姓名+资格审查”；
第（8）项单独生成一个 pdf 文件，文件名为“文件 2：考生姓名+复
试承诺书”。

学院将安排专人严格核对考生的报考信息，按报考条件严格审查
考生报考资格，对于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不予复试。特别提示：对弄
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复试、录取资格
或学籍。

（二）复试内容

因本次采用远程复试方式，为保证复试顺利进行，学院将在复试
前进行过程模拟和测试，具体测试时间及方式将在复试 QQ群中通知
（QQ群：928837602）。

复试包括外语能力测试、专业能力考核和综合素质面试。

1、外语能力测试

外语能力测试采用面试方式进行，每位考生在线抽题，现场作答，
并通过与考官进行专业英语及英语口语对话交流，满分为 100 分。

2、专业能力考核

我院专业能力考核采用面试方式进行，考官在线提问，现场作答。
各一级学科根据《2021 年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指定
的复试科目组织命题。重点考核：本学科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掌握程
度；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
发展动态的了解情况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专业能力考核包
括专业基本理论、专业实践应用，满分 100 分。

3、综合素质面试



主要考核学生的治学态度、知识结构、实践能力、专业潜力、心
理素质、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等，满分为 100 分；

4、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全面考核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等。考生录取后
开学时提交《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原件。

5、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阶段主干课程；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每门课程满分为 100 分，
60 分以上为及格，加试课程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加试科目的考核形
式为笔试，使用腾讯会议双机位。

具体安排见复试 QQ群通知。

（三）成绩核算

1.总成绩=（初试成绩÷5）×60%+复试成绩×40%

其中：复试成绩=专业知识考核成绩×40%+外语能力测试成绩×
20%+综合素质面试成绩×40%。

2.复试考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

(1)复试成绩不合格（60分以下）者;

(2)加试成绩有一门或一门以上不合格（60分以下）者。

(3)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

（四）体检

录取考生入学时须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体检，不符合录取要求者
取消录取资格。体检具体事宜，新生入校后另行通知。

（五）复试费用

按照湖北省物价局审批的标准，每位复试考生需缴纳复试费 100
元，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不另外缴费，复试费通过研招网平台代收。

（六）复试要求

我院 2021 年研究生复试工作采用远程网上双机位复试的形式，
其中面试采用研招网统一平台，考生面试前通过研招网远程复试平
台，运用“人脸识别”“人证识别”等技术，进行考生身份的审查核
验。对弄虚作假、不符合教育部报考规定者，不予复试。考生面试时
根据平台随机确定考生复试顺序、随机确定考题。请参加复试的考生
提前熟悉使用研招网系统和腾讯会议两款应用软件（考生操作手册会
在 QQ群中发布）。

1、考生准备



（1）1 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须配摄像头、麦克风和音箱或具
有相应功能），1 部智能手机（确保电量充足，建议选择稳定的 WiFi
联网，并设置电话免干扰模式，以防复试过程中意外来电干扰），并
按要求在设备中安装好必要软件。

（2）网络畅通能满足视频要求（建议首选电脑+有线网络）。

（3）A4 白纸两张。

（4）黑色中性笔。

（5）身份证、准考证

2、考试要求

（1）面试时机位要求：采集视频、音频设备放置在考生正前方(全
程不得关闭视频音频采集设备)。另一台放在考生斜后侧或者后侧的
位置，确保第一机位和第二机位分别从考生面前和身后完整拍摄到考
生全身。

（2）考场独立的复试房间，灯光明亮，安静，不逆光。能清晰拍
摄到完整的桌面和考生以及答题纸，清晰展示房间背景，可视范围内
不得有与复试相关参考资料和可视电子屏幕。房间内不得有其它人，
也不允许出现其它声音，排除其他人协助作弊的嫌疑。

（3）考试开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镜头、改变镜头拍摄场景、
截屏或使用虚拟背景等状况，一经发现判定为违规。

五、调剂

（一）我院接受调剂的专业如下：

院系代
码

学院名称
招生类
型

专业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008
化学与化工学

院

学硕 070300 化学

学硕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学硕 082100 纺织科学与工程

专硕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二）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一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

要求》。
3.调入专业应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学科门



类范围内（可授不同学科门类学位的专业可跨门类在对应专业所属一
级学科范围内进行调剂）。

4.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考
生初试统考科目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视为相同）。在全国
统一命题科目中，英语一、英语二可视为相同;数学一、数学二、数
学三、数学（农）和经济类综合能力可视为相同;数学（农）和化学
（农）可视为相同。

5.“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调剂、复试考生名单由研招办
确定并通知相关考生，复试工作由学院组织实施。

（三）调剂要求

1.所有调剂考生（含校内调剂）必须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进
行，否则无效（各加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考生除外）。

2.网上调剂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归口管理并统一办理相关手续。
我校研招办对复试合格、拟录取的调剂考生网上设置“待录取”，调
剂考生须在限定时间内做出明确回复。考生一经接受“待录取”，即
不得更改。

3.实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根据合格生源情
况确定差额复试比例，并按规定执行。

4.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的调剂由我校研招办集中办理。

六、复试流程

复 试

程 序
时间 方 式 备 注

一
志
愿
考
生
复
试

资格

审查
3.24

考生将相关证件按要
求 发 送 至
fhx@wtu.edu.cn

资格审查后
才能参加复
试

缴费 3.25 考生研招网平台缴费

外语能力
测试

3.25

（9:00-12:00

13:30-16:30）

研招网平台线上复试
(分染整材化组、化学
组、化工组进行)

专业能力
考核



综合素质
面试

调
剂
复
试

资格

审查
3.24

考生将相关证件按要
求 发 送 至
fhx@wtu.edu.cn

资格审查后
才能参加复
试

缴费 3.25-3.26 考生研招网平台缴费

外语能力
测试

3.25-3.26

研招网平台线上复试
(分染整组、化学组、
化工组、材化组进行)

根据招生指
标完成情况
组织调剂复
试

专业能力
考核

综合素质
面试

七、信息公开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由化学与化工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确定。

复试成绩结果将在学院的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
考生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可通过书面形式或通过电子邮件向武汉纺
织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或武汉纺织大学研究生工作部
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以便调查核实。

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27-59367336、13720343751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7-59367498、15802718521

校纪委（监察处）监督电话：027-59367559

八、复试 QQ 群

达到复试分数线且有意愿参加本院复试的考生请加入“化工学院
2021 年研究生复试群”（简称“复试 QQ群”），群号：928837602，
相关通知将在群内发布，请务必加入！不参加本院复试的考生勿扰。

加群申请格式为：专业+姓名+初试总分（如：化学张三 360）。

加入群后，务必按格式：报考专业+姓名（如：化学张三）修改
群名片，否则清理出群。



群二维码：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1.3.23



附：
一志愿考生复试名单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初试分数 报考专业

1 104951000000420 陈颖 402 化学

2 104951000000447 吴晨曦 380 化学

3 104951000000433 王浩 373 化学

4 104951000000446 黄裕晓 373 化学

5 104951000000452 王英 368 化学

6 104951000000450 刘宇洋 363 化学

7 104951000000432 李海波 357 化学

8 104951000000422 余佳奇 355 化学

9 104951000000438 李伟诚 354 化学

10 104951000000442 田佳艺 350 化学

11 104951000000445 黄天涛 346 化学

12 104951000000439 邱声洲 343 化学

13 104951000000444 孙增辉 336 化学

14 104951000000431 方应梅 331 化学

15 104951000000418 安明泽 321 化学

16 104951000000423 邱阳 318 化学

17 104951000000070 谭周晴 310 化学工程与技术

18 104951000000067 卢润 340 纺织科学与工程

19 104951000000068 吴静怡 339 纺织科学与工程

20 104951000000069 柯语诗 315 纺织科学与工程

21 104951000000063 朱珍钰 307 纺织科学与工程

22 104951000000065 陈杰 293 纺织科学与工程

23 104951000000699 高亢 354 材料与化工

24 104951000000778 黄亮 353 材料与化工

25 104951000000703 王阳 341 材料与化工

26 104951000000705 任敬之 272 材料与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