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院复试、录取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实施监督

和审核。

1.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刘兴斌 赵书红

副组长：代金贵 彭贵青

组员：任竹青 左波 龚炎长 杨利国 齐德生 黄玲利 曹罡 肖少波 邓干臻

秘书：刘嘉 李露 付楠

2.招生工作督导小组

组长：刘兴斌

成员：代金贵 王华鑫 陈泊宁

（二）各二级学科专业成立复试专家小组全面负责本学科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复试

小组由不少于 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应遴选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

派的人员参与复试工作，遵守学术回避原则。

（三）受理申诉电话 027-87281255 申诉邮箱：dkygb@mail.hzau.edu.cn

二、复试资格线及招生计划

各二级学科专业在国家指导线的基础上根据本单位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原则上按照

招生指标的 120%-150%的比例确定复试人数，对第一志愿考生进行复试及选拔。不得出台歧

视性或其他有违公平的规定。复试资格线及招生计划见各小组复试方案（附件 1）。

同一学院同一专业，非全日制与全日制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分数线相同。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对口支援计划、单独考试等专项计划考生的

复试分数线由学校统一划定，指标单列。

三、复试时间

第一志愿复试时间安排在 5月 11 日—18 日，调剂复试时间安排在 5月 20 日之后进行。

具体复试安排由各二级学科专业（复试小组）确定，具体时间、程序及相关要求由各二级学

科专业（复试小组）通知考生本人。考生不按时参加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四、复试方式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本次复试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式。复试主系统为 ZOOM 系统，备用

系统为腾讯会议。考生一般需要双机位模式参加复试，并按照要求做好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

试。

五、考生参加复试相关要求

（一）设备及网络要求

1.面试设备：1台电脑或 1部手机（电脑须带摄像头、麦克风），建议使用电脑。

2.监控设备：1台电脑或 1部手机（电脑须带有摄像头）。

网络信号质量满足视频通话需求。

（二）环境要求

考生需要在安静明亮的房间独立进行远程面试，周围环境不得对复试产生干扰。复试过

程中，复试房间内除本考生不能有其他人员。

（三）机位设置与仪表要求

考生的面试设备，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中，保证面部清晰可见，不佩戴口

罩和耳饰，头发不可遮挡耳朵。监控设备从考生侧后方拍摄（与考生后背面成 45°角），确

保可拍摄考生本人和电脑屏幕。

（四）纪律要求

除复试需要打开的软件，不允许再运行其他网页或软件，设备须处于免打扰状态，保证

复试过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或打断，不得与外界有任何音视频交互。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

录音录像。复试期间如发生设备和网络故障，应立即联系报考学院，根据要求启用备用系统

或其他操作。

六、复试程序

（一）复试准备

考生复试前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和保密要求，不发布与考试尤

其是试题相关的内容。学院在复试前需对所有考生进行系统使用培训与模拟演练。

（二）资格审查

复试前，各二级学科专业（复试小组）应提前要求考生提交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学历

学位证书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往届生）、学生证或学籍认证报告（应届生）以及学院要求提

交的其他材料等电子版进行审核，面试时再次查验。资格审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复试。

(三)复试内容



复试有关要求按学校相关复试办法进行。复试包括外语考核、专业知识考核、综合素质

考核。复试时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抽取复试试题。应根据复试考生人员准备试题与

备用试题。

（四）成绩公示

各复试小组需在复试后及时公布复试及录取成绩，并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

七、成绩构成

（一）复试成绩

按百分制换算。复试成绩=综合素质（40%）+外语考核(20％)+专业知识（40%）。考生复

试成绩中任一部分低于 60 分（百分制），不予录取。

（二）录取成绩

按百分制换算，录取成绩=初试总分÷5×70%＋复试成绩×30%。

（三）导师选择

导师确定实行双向选择，先由学生填报导师，导师需在指标范围内接收填报志愿。申请

志愿未满足的考生，视其是否服从调剂进行调整。未被第一志愿导师录取又不服从调剂的考

生将被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四）拟录取名单的确定

根据录取成绩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录取成绩相同时，依次按初试总分、初试外国语成绩、

复试综合素质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复试录取调剂生（报考专业代码改变，同一专业全

日制与非全日制互调的考生）必须通过 “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办理，未经过该系

统调剂录取的调剂生无效。最终结果以学校和教育部审核通过的结果为准。

八、调剂工作

第一志愿上线生不充足的学科有条件接收考生调剂，缺额信息及调剂要求在国家调剂系

统公布。原则上仅接受我院第一志愿考生调剂。调剂程序如下：

（一）报考专业代码不变，在同一专业的研究方向之间调剂

考生填写院内调剂申请表（见附件 2）―→拟调出专业（方向）意见栏请粘贴复试秘书

老师同意的截图―→拟接收专业（方向）意见栏请粘贴复试秘书老师同意的截图―→将调剂

申请表上传至学院指定链接―→学院审核―→考生参加接收专业（方向）复试。

（二）报考专业代码改变（以下环节必须同时完成）

1.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办理网上调剂手续；



2.考生填写院内调剂申请表（见附件 2）―→拟调出专业（方向）意见栏请粘贴复试秘

书老师同意的截图―→拟接收专业（方向）意见栏请粘贴复试秘书老师同意的截图―→将调

剂申请表上传至学院指定链接―→学院审核―→考生参加接收专业（方向）复试。

九、复试要求

（一）严审复试资格

（二）确保信息公开

在学院门户网站、公告栏、研究生院网站等公开复试录取信息。做到政策公开、方案公

开、程序公开、成绩公开、结果公开。

（三）依规组织调剂

各复试小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坚持“择优调剂、宁缺毋滥”的原则下，适量调剂非第一

志愿优秀考生。

（四）责任和回避原则

复试工作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所有参加复试及录取工作的人员都应严格执行

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和教育部有关硕士生招生录取工作的各项规定，对复试专家组名单、命

题教师等相关内容应严格保密。复试及录取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凡有直系亲属参加复试的人

员，不得参加与复试及录取有关的工作。

（五）复试工作人员遴选

学院遴选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的人员参与复试工作，遵循学术回避原则。

向参与复试的所有人员宣讲政策、纪律和复试工作基本规范，使其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

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小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

十、纪律要求 行为规范

（一）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二）严格过程监管，全程通过复试平台进行录音录像，录像材料统一提交研招办保管。

（三）复试过程中关闭手机等通讯设备，不得干扰或影响复试秩序。

（四）其他未尽事宜，以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为准。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院

2020 年 5 月 4 日

附件 1：各复试小组复试方案请点击组别,下载链接

http://www.edu-hb.com/
http://baoming.edu-hb.com/


各复试小组复试方案及联络人员名单

组别 考生专业及方向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

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 1 组
090501(01、05 方向) 柴 进 18986171213 chaijin@mail.hzau.edu.cn

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 2 组
090501(02 方向)

徐学文

李小平

阮进学

18872230570

18986120095

18086023020

xuewen_xu@mail.hzau.edu.cn

lixiaoping@mail.hzau.edu.cn

ruanjinxue@mail.hzau.edu.cn

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 3 组
090501(03 方向) 俸艳萍 15907128459 fengyanping594@mail.hzau.edu.cn

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 4 组及特种

经济动物饲养

090501(04 方向)

090504
周 扬 18162530091 yangzhou@mail.hzau.edu.cn

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
090502 许庆彪 13241272742 qbxu@mail.hzau.edu.cn

基础兽医学 1 组
090601(01、02、03 方

向)
刘振利 13100719090 liuzhli009@mail.hzau.edu.cn

基础兽医学 2 组
090601(04、05、06、

07 方向)
徐在言 13667206525 xuzaiyan@mail.hzau.edu.cn

预防兽医学 1 组
090602(01、02、03、

04、05 方向)

周 明

叶 静

15072484678

15994221084

mingzhou@mail.hzau.edu.cn

yej@mail.hzau.edu.cn

预防兽医学 2 组 090602(06、07 方向) 胡思顺 15927282981 husishun74@mail.hzau.edu.cn

预防兽医学 3 组 090602(08 方向) 方 瑞 18607110395
fangrui@mail.hzau.edu.cn

fangrui19810705@163.com

兽医公共卫生与

食品安全
0906Z1 胡思顺 15927282981 husishun74@mail.hzau.edu.cn

临床兽医学 090603 沈瑶琴 15271898678 yshen@mail.hzau.edu.cn

农业硕士专业学

位 095133

095200

刘 嘉

李 露

付 楠

027-87281255 dkygb@mail.hzau.edu.cn
兽医硕士专业学

位

附件 2：动科动医学院院内调剂专用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调剂申请表

申请人

基本信

息

姓名
性

别

民

族

本科毕业时

间

本科毕业学校 第一志愿报考学院

本科毕业专业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及方向

申请人

成绩

科 目 外语
政治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总分

科目名称

分 数

个人简历

申请人意愿

本人详细联

系方式

以上所有信息经本人确认无误，如有不实所产生的后果由本人负责。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拟调出

专业（方向）

意见

拟接收

专业（方向）

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