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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 年工商管理硕士（125100）研究

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2019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黄登仕 

副组长：郭强  杨宏毅 

成员：朱宏泉  耿黎辉  李海波  罗伟明  武秋北  白文杨 

二、2019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组长：郝辽钢 

副组长：夏显波 

成员：武俊、何鹏、张震宇 

三、复试办法 

1、复试人选基本要求 

（1）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工商管理硕士（125100）初试成绩满足：总成绩≥170 分，外语成绩≥42

分，综合成绩≥84 分； 

（2）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工商管理硕士（125100）初试成绩≥138分； 

（3）调剂考生要求详见“五、调剂复试”。 

（4）复试要求：所有被确定为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和推免生，必须通过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网址：http://yz.swjtu.edu.cn）完成注册，并在线提交相关复试资料，提交资料包括个人

简历完善、复试意向、复试资料提交、在线测评 4个部分，涵盖导师意向、学习研究计划、大学期间

所获得的相关荣誉、参加的科创实践项目、综合测评等内容。 

2、复试方式及内容 

笔试(思想政治理论考核) + 面试（综合素质测试+外语能力测试） 

（1）笔试：思想政治理论考核 

测试范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全国“两会”、近年来的政

治、经济、科技、教育、社会、文化、民生热点议题等。 

   时间：120分钟，闭卷，满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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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口试）：综合素质测试和外语能力测试（每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综合素质测试 

主要涉及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从业现状、职业规划、业绩和荣誉、管理技能、学习计划、思

想政治素质等，以及考生期望展示的个人素质，老师结合考生情况随机提问，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

专业能力。 

外语能力测试 

面试专家针对考生提问，考生当场回答，考察考生的外语听说及应用能力。  

3、资格审查 

（1）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 内容 

1 准考证 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准考证 

2 身份证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请在复印件右上角注明考生本人的考生编号和姓名和日期）。 

3 毕业证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请在复印件右上角注明考生本人的考生编号和姓名和日期）。 

4 照片 两张一寸免冠照片（底色不限，体检和复试纪录表张贴用）。 

5 
自述表  

政审表 

考生自述表（包括政治表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研究计划等）及政审表（需加盖考生本

人档案所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加盖印章）（请在右上角注明考生本人的考生编号）。（下载并

填写附件 ，并用 A4 纸打印） 

6 
学历认证

报告 
所有考生需提交由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或教育主管部门等权威机构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 

7 体检表 

体检表（贴一寸彩色照片，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swjtu.edu.cn）上下载《四川省研

究生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考生可选择在我校医院或其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我校体检

需提前网上缴费）。 

8 其他材料 考生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如各类荣誉证书、业绩证明、学术成果证明等复印件） 

（2）资格审查时其他材料清单（若有变化以资格审查当天提供的材料为准） 

序号 材料 内容 

1 
复试情况记

录表 
领取并填写个人信息栏信息，贴照片。（此表面试时交面试秘书）                                 

2 复试信息表 
领取并核对“2019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信息表”上的信息并签字确认。（注：该表内考

生信息不允许做任何修改）。（此表面试时交面试秘书） 

3 缴费凭证 缴纳复试费，打印凭证。（缴费凭证资格审查时提交） 

4 承诺书  领取《研究生复试诚信承诺书》等并签字确认。（此表需交回领表处） 

5 资格审查表 
对于未在我校考点（代码：5102）参加考试的考生要在复试前进行指纹采集。研招办将向完成指纹

采集的考生发放一张带有工作人员签字章的资格审查表。（此表资格审查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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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填写、

签字 

考生填写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学习方式等相关信息并签字确认。（下载附件，此表资格审查时提

交） 

【关于退役士兵计划】 

 退役士兵计划考生需携带以下证件至九里校区四号教学楼（逸夫馆）4206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复试。 

所需资料：1、身份复印件和原件、2退出证原件复印件、3入伍批准书原件及复印件、4学籍校

验报告报告、5学历校验报告 

【关于考生信息采集及身份验证】 

考生信息采集及身份验证：对于未在我校考点（代码：5102）参加考试的考生要在复试前进行指

纹采集（时间：2019 年 3月 26 日-4月 7日，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4:30，地点：

九里校区四号教学楼（逸夫馆）4104，研招办将向每位完成指纹采集的考生发放一张带有工作人员签

字章的资格审查表，考生须持此表参加相应学院的复试），对于在我校考点参加考试的考生不必再进

行指纹采集；所有未进行指纹采集考生的复试及拟录取一律无效。各笔试考场和面试小组要逐一核查

本组考生的准考证、相貌、居民第二代身份证、复试信息表中照片等的一致性，以防考生替考；对于

有任何疑问的考生，学院及时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指纹验证和身份验证。 

【关于体检】 

参加复试的所有考生须进行体检。体检须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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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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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考生，学校集中安排的 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体检如下表（考

生可选择在我校医院或其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日  期 时  间 地点 

3 月 25-4 月 8 日(节

假日除外) 

上午 8:30-12:00、               

下午 2:00—5:30 
犀浦校区校医院 

体检程序： 

第一步：参加复试的考生在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swjtu.edu.cn）上下载《四川

省研究生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本次体检只须进行表格中所列的项目，表格中未列项目不做要求） 、

填写相关信息后用 A4纸（单页）打印一份并粘贴照片。 

第二步：选择在我校医院进行体检的考生在网上交纳体检费（交费办法及程序详见下文“复试

费用的收取”）。 

第三步：考生持打印的网上交费凭据和《四川省研究生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到我校医院进行

体检。 

第四步：体检完成后考生到相应学院参加复试并将加盖医院体检专用章的《四川省研究生招生

考生体格检查表》交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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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试费用的收取】 

1. 收费标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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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

生须交纳复试费 120 元/人。 

(2) 根据四川省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研究生招生复试体检费为 57.2元/人。 

2.交费时间：2019 年 3月 25 日 8:00-4月 15日 24:00，逾期不再办理。 

3.交费方式：所有参加我校复试考生（含调剂复试考生）的复试费和选择在我校医院体检考生的体

检费均在网上缴纳，（详见“缴费说明”。附件五） 

4、复试时间、地点(一志愿) 

（1）资格审查 

    时间：3月 30日上午 8:30-11:30 

地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信息楼（0号楼）0202 教室 

请资格审查当天查看教室内相关通知。 

（2）笔试 

时间：3月 30日下午 14:00-16:00 

地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 

考场分配和教室安排请于资格审查时查看。 

（3）面试（请考生着正装参加面试） 

时间：3月 31日全天 

      地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 

具体分组、教室、时间等安排请于资格审查时查看。 

特别说明：考生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方可参加复试。 

 

5、复试程序 

（1）笔试（全程录像） 

    考生凭身份证进入指定考场，迟到 15分钟取消笔试资格，60分钟后方准离场。 

（2）面试 

单独面试：（考生按顺序一个个面试） 

    个人自述、提问、英语。 

 

特别说明：为确保招生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面试当天以抽签方式确定专家组成员分组，且面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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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录音、录像。并请考生务必严格遵守复试时间安排，提前半小时到达面试场所。 

四、复试成绩 

1、面试（口试） 

综合素质测试和外语能力测试评分由面试专家组成员独立打分，满分均为 100分。 

2、复试成绩计算办法  

复试成绩（满分 100分）=综合素质测试成绩*60%+外语能力测试成绩*20%+笔试成绩*20% 

五、调剂复试 

1、调剂复试基本要求 

根据西南交通大学 2019年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进一步优化生源结构，以不低于 120%

的比例，进行差额复试，接收优秀考生调剂,拟调剂复试人数 260人左右。 

参加 2019年管理类联考且符合工商管理硕士（125100）报考入学条件的考生，初试成绩须达到:

总成绩≥170 分,英语成绩≥42 分，综合成绩≥84 分,学院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

名单。 

2、复试时间、地点 

（1）资格审查  4月 3日上午 8:30-11:30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信息楼（0号楼）0202 教室 

请资格审查当天查看教室内相关通知。 

（2）笔试      4月 3日下午 14:00-16:00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 

考场分配和地点请于于资格审查时查看。 

（3）面试      4月 4日 全天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 

调剂复试报到资格审查、面试流程与第一志愿报考考生一致。调剂复试具体名单、具体时间、安

排等届时会在学院网站 http://glxy.swjtu.edu.cn 提前公布，请考生可多加关注。 

3、调剂网上申请流程 

第一步：学院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

http://yz.chsi.cn) 后台管理系统公布接收调剂复试考生的学科专业和调剂复试缺额等信息，设置

接收考生调剂的学科专业及初试成绩要求。 

第二步：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在 2019 年 3月 23日上午 9:00-3月 25 日上午 9:00 之间登录“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http://yz.chsi.com.cn/yztj/ ，以下简称“调剂服务系统”)

填写调剂申请志愿。 

http://glxy.swjtu.edu.cn/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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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登录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swjtu.edu.cn）

注册并提交个人材料，包括个人成绩单、学习研究计划、大学期间所获的各种奖励、参加的各类实践

项目等，并完成在线评测。 

第四步：学院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后台管理系统对申请调剂复试考生进行遴选，经学校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对拟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复核后，向考生发出复试通知。 

第五步：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调剂服务系统”接收复试通知，并按学院的要求按时参加复试。 

第六步：经学院复试并确定拟录取调剂考生名单后及时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第七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严格按照我校调剂要求对拟录取的调剂考生进行审核，并通过“调剂

服务系统”向审核合格的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对于审核不合格的拟录取考生取消其资格。 

第八步：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调剂服务系统”接受待录取后则完成调剂复试及拟录取。 

4、特别说明 

若复试后成绩合格考生不足招生计划，学院可再次组织调剂复试，具体时间和要求及调剂系统再

次开放时间请密切关注学院官网进一步通知。 

经济管理学院官网:http://glxy.swjtu.edu.cn 

六、拟录取 

1、拟录取原则 

（1）在复试合格的前提下，优先拟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我院该专业的考生； 

（2）第一志愿报考我院该专业的考生和调剂复试考生按综合总成绩分别排序，由高到低顺序录取

（总成绩相同的考生，则按照复试成绩进行排名，若复试成绩相同，则录取笔试高分考生）； 

（3）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不予录取； 

（4）政审或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复试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者及考试作弊者不予录取； 

（6）所有拟录取考生的复试成绩必须大于等于 60分，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低于 60分）不予录取。 

2、拟录取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综合总成绩（百分制）=初试成绩（百分制）×50%＋复试成绩（百分制）×50% 

七、其它 

1、工商管理硕士（125100）学费收费标准为 7.8万元整(分两年付清)； 

2、拟上报录取的考生经公示、教育部录检合格后才确定为正式录取，正式录取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录取通知书预计将于 6月底至 7月初发放。 

3、招生联系电话：028-87601267  87634601 （工作时间） 

   MBA 招生办公室地址：西南交大九里校区信息楼三楼 0308办公室 

http://glxy.sw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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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议 

 复试考生对复试工作如有异议、举报、投诉、申诉等，请与经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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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电话: 028—87600826 

邮箱:T08jgjj@swjtu.edu.cn 

5、本实施细则由经济管理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未尽事宜以《西南交通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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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复试附件材料 

2019年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 

（具体附件及名单请参看学院网站：经济管理学院官网:http://glxy.swjtu.edu.cn）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 年 3月 22日 

 

http://glxy.sw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