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数学学院 2019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单位名称（公章）：数学学院      负责人签字：2019 年 3 月 24 日 

 

 一、2019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  晗 

副组长：潘小东   王  璐   李志辉 

成  员：赵海良   刘  品   唐家银 

二、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组  长：徐  革 

副组长：杨育鸿 

成  员：田俐萍     梁  涛 

三、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专家组 

成立若干复试专家小组，每个复试专家组成员至少由 5 名责任心强、科研教学经验丰

富、外语水平较高（其中至少 3 名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设组长 1 名，同时至

少要配备 1 名现场记录工作人员。 

四、复试办法 

1. 复试人选基本要求 

（1）、参加复试考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符合我院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2）、我院第一志愿报考考生复试资格线为：数学专业（070100）复试线总分 320 分，

统计学专业（071400）复试线总分 305，且单科成绩不低于国家单科线：单科（满分 100

分）≥41 分，单科（满分>100 分）≥80 分。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复试线 230 分。 

（3）、推免研究生不参加复试。 

2.复试要求 

所有被确定为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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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线提交相关真实资料。提交资料包括个人简历、导

师意向、学业成果、在线测评等 4 个部分。提交的资料仅为了顺利开展复试工作，不作为

复试依据。 

3. 复试方式及内容 

(1)、笔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实变函数 



(2)、面试（口试）：英语、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

几何学 

注：面试主要设定以下测评指标 

（1）、思想品德、本科期间学习情况（含本科学习成绩、获奖情况）； 

（2）、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报考专业的了解程度； 

（3）、综合知识应用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4）、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心理健康情况。 

4、复试确认与安排 

A、达到我院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名单由学院确认，并在学院主页上公布。 

B、复试报到（时间：3 月 27-28 日    地点：2504 A   ） 

考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原件、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生持学生证）、报考类别

是定向、委培的考生还需携带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证明（要求有人事部门公章）在规定的时

间到我院报到，逾期不到者取消复试资格。参加复试考生须缴纳复试报名费。 

C、资格审查（时间：3 月 27-28 日   地点：2504 A  ） 

审查考生的报考资格，查验往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原件，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学生证（入

学时查验应届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证书原件）、考生的身份证。 

D、复试安排 

复试包括笔试（120 分钟）和面试（不少于 20 分钟）。 

（2）笔试时间:  2019 年 3 月 29 日  9:00-11:00 

地    点：西南交大犀浦校区 2 号教学楼数学学院学术会议厅 2511、2411。 

面试时间：2019 年 3 月 29 日 13:30-20:30 

地    点： 

第一组犀浦校区 2 号教学楼 2510 

第二组犀浦校区 2 号教学楼 2501 

第三组犀浦校区 2 号教学楼 2511 

第四组犀浦校区 2 号教学楼 2415 

5、复试成绩 

(1)  面试（口试）成绩评分办法 

a)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20 分） 

b)        对本学科发展动向的了解（30 分） 

c)         外语听说能力（10 分） 

d)        科研、社会实践能力（ 20 分） 



e)       人文素质（10 分） 

f)          举止、表达和礼仪（10 分） 

(2) 复试成绩计算办法 

复试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复试笔试与面试各占比例为 50%。 

五、考生调剂 

数学与统计学科均不接受调剂。 

六、拟录取 

1. 拟录取原则 

（1）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不予录取。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的（包

括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填写错误引起的）考生不予录取，所有考生均不能修改报考信息。 

（2）政审或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4）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5）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分专业录取。若遇综合成绩相同，则录取复试成绩高的同学，

若综合成绩和复试成绩亦相同，则录取笔试高分考生。 

（6）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单独使用专项计划招生指标。 

2. 拟录取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拟录取综合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加权确定，录取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七、其他 

1．复议：复试考生对复试工作如有异议、举报、投诉、申诉等，请与数学学院研究

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监督检查小组联系。联系人：杨老师，邮箱：

shuxuejw@swjtu.edu.cn，电话：028—66367132。 

 

2．咨询电话：复试通知及相关安排均通过研究生招生工作组发出，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28—66367135,邮箱 yjsjw@swjtu.edu.cn，地址：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二号教学

楼 2504 办公室。 

 

3．本实施细则由数学学院硕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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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一）  资格审查及需准备的材料 



1、有效身份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2、毕业证书（应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3、两张一寸免冠照片（体检表及复试表格用）。 

4、考生书面自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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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盖考生所属人事档案部门公章）。 

5、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红章）。 

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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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号就学楼（逸夫馆）4207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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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笔试考场

和面试小组要逐一核查本组考生的准考证、居民第二代身份证、复试信息表中照片等与本人

的一致性，请考生带好上面相关证件。 

 

（三）、关于复试体检和复试缴费 

1、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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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复试费用的收取 

说明：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请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开始缴费。 

1. 交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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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方式有两种，具体如下。 

(1)移动支付 

微信支付：手机登录微信，搜索并关注“西南交通大学计划财务处”公众号，在“服务中

心”菜单中点击“网上缴费”，按提示输入账号密码（默认用户名为身份证号；默认密码为

111111），确认费用项，进行支付。 

支付完毕后，登陆网址 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选择缴费历史查询，在打印

订单处打印凭据。 

支付宝缴费：手机登录支付宝 APP，搜索并关注“西南交通大学”生活号，进入“缴费

大厅”点击“学费”，输入用户名密码（默认用户名为身份证号；默认密码为 111111），确认

费用项，进行支付。 

支付完毕后，登陆网址 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选择缴费历史查询，在打印

订单处打印凭据。 

(2)网页登陆支付 

第一步：登录网上缴费平台。 

网址：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 

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
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
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


默认账号：身份证号  密码：初始密码为 111111 

第二步：选择支付费用。在“费用支付”——>“费用项列表”中选择费用项。 

第三步：支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应支付方式完成支付。 

第四步：打印凭据。支付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出支付信息打印界面（该凭据可重复打

印，方法为：登录后进入“缴费历史查询”，在“打印订单”处打印）， 

PS：只交纳复试费的考生只需打印一份交费凭据（交费总额为 120 元）、同时交纳了

复试费和体检费的考生需打印两份交费凭据（交费总额为 177.2 元）。 

通过方式(1)或(2)缴费完成后，选择在我校医院体检的考生须持《四川省研究生招生考

生体格检查表》到我校医院体检，并将其中一份交费凭据交至校医院；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

须先交费后持打印的凭据到所在学院参加复试。 

特别注意：1. 各项费用经网上交费成功则一律不予退还，请不参加复试或体检的考生

切勿交费，否则后果自负。2. 因数据传递原因，调剂考生在接到复试通知的次日方可进行网

上交费。 

复试费均用于复试工作的各项开支，全部由学院支配。复试工作结束后由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协助按照学校规定划拨至各相关学院。 

 
 

学校设立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举报方式如下： 

举报邮箱：yzb@swjtu.edu.cn，jwbgs@swjtu.edu.cn（仅受理违纪违规举报） 

举报电话：028-66367136 

举报平台：学校主页 http://www.swjtu.edu.cn 中“监督举报平台” 

受理部门：西南交通大学研招办、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西南交通大学 

邮政编码：611756 

                                                                      数学学院 

                                                                 2019 年 3 月 25 日 

 

 

 

 

 

 

mailto:yzb@swjtu.edu.cn
http://www.swjtu.edu.cn/


西南交通大学数学学院 2019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政审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政治面貌   入团年月   

入党日期  转正日期  
入学后党组织关系是

否转入我校 
□是□否 

报考专业   入学方式 
□推免□统

考 
攻读学位 

□非全日制专

业硕士 

现工作、学习单位   

有何特长   联系电话、Email  

主要获奖情况： 

 

 

思想政治表现自述： 

 

签名： 

以下由单位填写（暂无工作学习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村委、居委会党组织或档案保管单位人事部门填

写、盖章） 

在本单位的现实表现： 

有无其他重大历史问题或违法违纪行为，受过何种处分或处理，结论及本人认识如何： 

 

以上政审情况属实。 

负责人签名： 单位签章： 年月日 

备注：1.请用黑色或蓝色墨水笔填写政审表内容，以便今后存档； 

2.请复试考生携带此政审表参加复试，复试时要提交到学院研究生教务员处； 

3.政审表须加盖可以独立对外的基层党委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的公章； 

      4.未提交政审表的考生，学院将不予考虑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