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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体育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领导组  

组   长：刘   江 

副组长：何江明 

成  员：李鸿  李箐 刘剑荣  高海平  易述鲜  赵丰超 

二、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监督检查组 

组  长：潘喆 

副组长：高平（资格审查） 

成  员：李宏图  张春燕 

三、复试办法 

（一）复试形式及时间 

1. 复试形式为网络远程线上复试； 

2. 复试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具体复试时间及安排可登录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招

生 网 （ https://yz.swjtu.edu.cn ） 或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体 育 学 院 官 方 网 站

（http://sports.swjtu.edu.cn）查询。 

（二）网络远程线上复试准备 

1. 考生须认真阅读《西南交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生须知》，

按照须知要求准备软硬件设备和考试环境； 

2. 复试采用主、副两套系统同时进行面试。主系统为视频会议软件“腾讯会议”，建

议考生使用电脑登录，并将电脑摆放于考生正面；副系统为视频会议软件 “腾讯会议”，

主要用于候考及备用，可使用电脑、手机或平板 pad 登录。软件操作具体要求详见学校网络

远程复试考生指南； 

3. 学院将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进行视频演练测试，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体育学院将

与考生联系，进行复试模拟测试。 

（三）复试人选 

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各专业非专项计划的考生，初试成绩达到下表中对应专业的成绩要求，

方才具备复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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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单考、专项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初试成绩要求按学校规定执行。 

（四）复试资格审核 

考生 2022 年 3 月 24 日前须登录学校研究生招生网提交复试资格审核等材料并完成相关

测评，提交材料清单如下： 

1. 资格审核材料 

(1) 本人蓝底、红底或白底标准证件照 1 张，像素不低于 240像素(宽)×320像素(高) 

(2) 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3) 本人手持身份证（个人头像面）照片（要求能清晰看清楚本人头像和身份证图像）。 

(4) 个人签字的诚信承诺书扫描件； 

(5) 往届毕业生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扫描件，学信网申请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学位网申请的学位认证报告扫描件； 

(6) 应届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和学信网申请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扫描件； 

(7) 持境外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8) 现场确认时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如此时已经取得本科毕业

证书，需交验本科毕业证书扫描件并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其他情况需

提供说明和相应证明材料供学校审核； 

2. 既往学业、一贯表现和综合素质的佐证材料 

(1) 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单扫描件（应届生由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加盖公章，非应届生由考

生档案所在单位提供并加盖公章），四、六级成绩单扫描件等； 

(2) 毕业论文（设计）摘要，在校生可提供进展报告； 

(3) 获奖或荣誉证书扫描件； 

(4) 其他能反映研究能力和创新潜质等材料； 

所有提交的材料将于考生录取到校后审核原件。如有弄虚作假，按照考试违规处理，取

消录取资格。 

（五）复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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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对考生的既往学业情况、外语听说交流能力、专业技能和科研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素

质和一贯表现等进行全面考查，主要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外语听说能力、

专业技能和科研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及能力。考核形式主要为随机抽题作答及专家提问。 

(六) 复试流程 

1. 候场准备。考生需在学院规定时间内登录进入候考会议室（视频会议软件“腾讯会

议”）。复试工作人员宣读考场规则，确定面试顺序与答题序号。即将面试考生进入考核会

议室（视频会议软件“腾讯会议”），接受复试工作人员对设备摆放、考试环境的检查及人

脸识别、人证识别等。做好面试考核准备工作； 

2. 考生自我陈述； 

3.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按照随机确定的题号进行作答，复试小组秘书老师将抽取的题

签通过会议平台展示给考生，考生确认已清晰阅读题目后作答。复试专家可补充提问，考生

作答； 

4. 专业技能测试。按照（附件二）复试要求内容展示； 

5.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按复试工作人员和复试专家要求完成。（随机抽签）； 

6. 考生回答完毕后，面试专家可补充提问，如无问题，则考生退出视频会议； 

7. 根据复试工作人员提示，下一位考生进入考核会议室； 

注：复试过程中，如遇突发状况，请考生耐心等候，保持电话畅通，复试工作人员根据

应急预案进行操作解决，并同时上报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六）复试成绩计算办法 

（1）复试成绩（满分 100 分）=（外语面试成绩×10%）+ （专业技能成绩×60%）+ 

（综合素质能力成绩×30%）。外语面试成绩、专业技能和科研创新能力成绩、综合素质能

力成绩评分满分均为 100 分； 

（2）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档； 

（3）复试成绩由复试组各专家成员现场独立评分，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考生的复试成绩。 

四、拟录取 

（一）拟录取总成绩计算办法 

 总成绩（满分 100 分）=（初试总成绩÷5）× 70% +复试成绩（满分 100分）× 30% 

（二）拟录取原则 

1.以考生拟录取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拟录取； 

2.专项计划考生不参与普通计划考生排序，在其专项计划内择优拟录取。享受少数民族

照顾政策的考生与普通计划考生一同排名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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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录取总成绩相同时，按照初试成绩高低录取高分考生； 

4.下列情况将不予录取： 

（1）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校核者； 

（2）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者； 

（3）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包括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填写错误引起的）； 

（4）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5）复试成绩低于 60分者； 

（6）同等学历考生任一加试科目成绩不合格者（低于 60分）。 

5. 入学后 3 个月内，将对所有录取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学籍；情

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五、体检 

考生需在拟录取后按照学校统一要求，提交本人的体检报告。体检须在三级甲等及以

上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意见》（教学[2003]3 号）和四川省招考委、省教育厅《关于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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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

知》（川招考委[2010]9）号）执行（备注：各招生学科专业可结合本学科专业实际情况，

提出体检要求）。体检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六、复试收费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

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2]641 号文件）的规定，参加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的考生须交纳复试费 120元/人。 

 “缴费说明”学院将另行通知。 

七、其他 

（一）考生必须认真阅读《西南交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

则》并严格遵守。任何人员和机构（学校授权除外）不得对复试过程录音录像、拍照、截屏

或者网络直播，不得传播试题等复试内容，否则将依据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依照《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体育学院认为有必要时，可

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 

（三）考生在网络远程复试条件上如有特殊情况，请于 3 月 24 日前与体育学院联系

（qq 邮箱：94617476@qq.com，邮件标题请写：复试网络的特殊情况）。学校将根据实际情

况为考生提供合理便利。逾期未联系将视为具备网络远程复试条件。 



- 5 - 

（四）咨询联系方式：易老师，邮箱：94617476@qq.com 

八、信息公开与监督、复议 

在西南交通大学体育学院官方网站（http://sports.swjtu.edu.cn）公布复试与拟录取

实施细则、复试名单、拟录取名单等相关信息。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 

复试考生对复试工作如有异议、举报、投诉、申诉等，请与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及

拟录取工作监督检查小组联系。 

联系人：高平老师联系电话：028-66366708 邮箱：478086488@qq.com。 

九、本细则解释权归西南交通大学体育学院所有。未尽事宜以《西南交通大学 2022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为准。 

                                                  

                                                     

                  

                                                  

                                   西南交通大学体育学院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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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体育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 

 

排

位 
姓名 总成绩  复试专项 招生专项计划 专业 备注 

1 刘哲成 399 游泳  社会体育  

2 温琪琪 380 武术  英语  

3 姚凤麟 377 
体操（双杠）

、 花样跳绳 
 社会体育  

4 渠文飞 376 武术  社会体育  

5 张澳庆 363 太极拳  体育教育  

6 孙佳哲 363 跳绳  休闲体育  

7 唐庆 361 排球  体育教育  

8 李晓轩 360 健美操  汉语国际教育  

9 宋永萱 357 足球  休闲体育  

10 卓胜涛 353 羽毛球  体育教育  

11 秦泽禹 353 篮球  运动训练  

12 郑婧妤 349 体育舞蹈  舞蹈编导  

13 李思维 347 足球  金融学  

14 马兴 346 篮球  体育学类  

15 杜芃岑 340 篮球  广告学  

16 王艾佳 338 排球  英语  

17 龚智强 333 武术套路  体育教育  

18 陈秋梅 329 羽毛球  体育教育  

19 赵梓辰 329 足球  休闲体育  

20 王建伟 322 篮球  社会体育  

21 李顺祥 321 篮球 士兵计划 体育教育  

22 何成成 314 健美操  社会体育  

23 阳雨岐 313 
体操、体育舞

蹈 
 社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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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宇 310 篮球  体育教育  

25 伍炳 310 足球  体育教育  

26 杨柏毅 308 篮球  汉语言文学  

27 杨瀚文 307 足球  公共事业管理  

 
 

附件二： 

 
体育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专项技能复试考查内容及要求 

一、复试现场展示专项运动材料包括：运动等级（证书）、专项运动竞赛获奖（证书）、裁判等级（证

书）等。 

二. 专项技能视频拍摄内容及要求 

（一）视频开始，不化妆，着运动装手持身份证、准考证，并保证清晰度 

   （二）各专项技能视频内容 

1、篮球：（1）全场各种变向运球上篮（一个来回）；（2）半场大 V 字快速运球上篮（两个来回，

右边右手上篮，左边左手上篮）；（3）比赛（对抗）视频；   

2、足球： 带球绕干射门和比赛视频； 

3、排球： 扣球和比赛视频； 

4、技巧类难美型运动项目：如健美操、啦啦操、体操等、运动舞蹈类、武术类: 表演一套成套动作

（2分钟内），其中包括项目技术技巧及难度动作； 

5、跳绳：花式跳绳等级动作的展示与不超过 1分钟的动作； 

6、乒乓球：左推右攻和单打比赛视频； 

7、羽毛球：半场（纵向）后场高远球和劈吊球结合对打（5个回合）和单打比赛； 

8、网球：底线正（反）手击球连接网球正（反）手截击球和单打比赛视频； 

9、游泳：蝶、仰、蛙、自各 25米水中动作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