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年 MPA 复试录取方案

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函〔2019〕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 号）等文件要求，在确保

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精准施策、严格管理，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安录

成 员：王秀兰 王家合 李红波 董 捷 蔡银莺 柯新利 杨钢桥

胡伟艳 汪文雄 陈银蓉 陈新忠 彭开丽 杨 嬛

（二）招生工作督导小组

组长：周向阳

成 员：樊华 丁艳华

（三）复试小组

由 5-7 名学科专家组成复试专家小组，设组长 1人，秘书 1 人。

（四）受理考生申诉

申诉电话：027-87285058

申诉邮箱：fanhua@mail.hzau.edu.cn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安全第一

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与具体实际，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求和人才选拔需要，

在确保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稳妥做好复试考核工作。

（二）坚持科学选拔

mailto:fanhua@mail.hzau.edu.cn


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加

强对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身心素质、学业知识、专业素质、

创新潜质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评价。

（三）坚持阳光招生

注重完善制度，严肃招生纪律，严守招生规定，严格规范流程，

做到政策宣传到位、程序公开到位、结果公示到位，切实维护考生的

合法权益，实现阳光招生。

三、工作要求

（一）严审复试资格

严查考生身份。复试前，学院严格审查考生的有效身份证件、学

历证书或学历认证报告（往届考生）、学生证或学籍认证报告(应届

考生)、《入伍批准书》(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退出现役证》(退

役大学生士兵考生)等材料。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对考生的学

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应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

的证明材料。远程复试过程中积极运用“人脸识别”“人证识别”等

技术，并通过综合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信息库”“考

生考试诚信档案库”等措施，加强对考生身份的审查核验。远程复试

录取考生应在入学阶段提供材料原件与复印件，无法提供或提供虚假

材料者取消入学资格。

(二)严格复试组织管理

1.建立健全“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

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作机制。要发挥和规范导

师在复试选拔中的作用，加强导师遴选和培训，强化保密意识、责任

意识和法治意识，并提高导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科学规范选拔人才

的能力。

2.组织考生逐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确保提交材料真实和

复试过程诚信。



3.严肃考风考纪。学院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

为。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

后 3个月内，学院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

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

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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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研究生院备案。做到政策公开、方案公开、程序公开、成绩公开、

结果公开。

（四）结果公示

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公示内容如有改动，须对改动部

分做出说明，并对改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作日；未经公示的考生

不得录取。

四、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复试时间

第一志愿考生复试安排在 5 月 11 日 8：30 开始，调剂复试待教

育部调剂平台开通（5月 20 日）后进行。

（二）复试形式

复试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主平台为 ZOOM（下载地址：

https://zoom.edu.cn）。考生通过“双机位”实现远程面试和环境

监控，复试组成员现场集中在标准化考场对考生进行远程复试，考生

顺序、复试成员分组、试题等随机抽取，复试全程录音录像。

（三）复试资格



学校已公布《华中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分数

线》。学院将综合运用“双识别”（人脸识别、人证识别）及“四比

对”技术（与学信网报考库、学籍学历库、公安部人口信息库、考生

诚信档案库等比对），在复试前对满足初试分数要求考生的报考资格

和复试资格进行审核，未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

考生须在收到复试通知三天内后将如下材料扫描件按顺序整理

成一个 PDF 文件并按括号方式命名（如张三 第一志愿 or调剂生）发

送至 1028407741@qq.com：

（1）本人身份证、研究生入学考试准考证；

（2）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单；

（3）高等教育阶段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4）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若境外学历，为学历认

证报告）；

（5）复试登记表;

以下相关内容，可提供但非必须：

（6）英语或小语种证书；

（7）若有创业经历，需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等；

（8）若有海外非短期经历，需提供护照原件及其它证明材料（学

习证明或单位证明）；

（9）若获地市级以上奖励、职业资格证书及职称等，需提供奖

状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备注：

（1）证件丢失者，需开具有效证明。

（2）复试用表请通过如http://mpa.hzau.edu.cn/info/1023/1471.htm

（四）复试准备



复试前，考生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学院对考生进行复试

系统的使用培训与模拟演练。详见《华中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考生须知》。

（五）复试内容和形式

1.英语面试：考察考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2.综合面试：采取抽题答题形式，考察考生的分析、思辨能力及

专业知识等。

思想政治理论考试主要考察考生的思想素养、对党和国家方针政

策的理解以及运用政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综合面试中进行，

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综合面试内容包括：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与实务知识；以及中共

十九大以来的时事政治等相关内容。

（六）复试费用：学校不收取复试费。

（七）心理健康测试及体检：将在入学期间统一组织进行，不参

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进行处理。

五、调剂工作

（一）调剂程序

所有调剂考生均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未

经过该系统录取的调剂生无效。各学院首先复试第一志愿上线考生，

根据复试结果和招生计划，确定调剂缺额信息和调剂要求并及时发布;

根据规定选拔确定进入复试的调剂生名单并按要求公示;调剂生复试

程序与第一志愿上线考生基本相同，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及时公示。

（二）调剂要求

坚持考生自愿原则，申请调剂的考生须符合教育部《2020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及学校工作方案中相关要求。学术

型专业可调剂到专业学位录取，但专业学位不得调剂到学术型专业录

取。全日制专业可调剂到非全日制专业录取，调剂非全日制考生必须



为在职定向就业人员；原则上非全日制专业不得调剂到全日制专业录

取。

六、复试成绩与录取原则

（一）成绩计算

1.录取成绩 = 初试成绩（按百分制折算）× 70% + 复试成绩×

30%。

【其中复试英语 25%，综合面试 75%，录取总分=（初试英语+初试综

合）÷3×70%+（英语面试×25%+综合面试×75%）×30%】

2.未参加复试、复试不合格（低于 60 分）、加试成绩不合格、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学校不执行破格复试录取政策。

（二）拟录取名单公示

拟录取名单由学校统一对外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未经公示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三）导师选择：复试录取之后，以“双向选择”方式确定导师。

先由学生填报导师申请表，学院和导师将根据申请表及招生计划等实

际情况共同商议确定。

（四）违规行为处理

1.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录取资格，记

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2.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

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七、考生参加复试相关要求

设备及网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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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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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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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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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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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远程面试要求请查阅“华中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考生须知”（http://yjs.hzau.edu.cn/info/1189/4844.htm）

六、其它事项

1.复试通知。公共管理学院 5 月 6日—5月 7日将以电话形式通

知有复试资格的考生，请保持手机畅通。

2.未按照规定时间参加复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3.导师信息可通过公共管理学院网站查阅了解。

4.对录取成绩有疑义者，可在录取成绩公示后 48 小时之内提出

复议申请或申诉。

5.研招网调剂系统开通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在调剂系统填报并确

认接受拟录取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资格。

6.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批确定录取结果并上报教育部，最终

录取结果以教育部审核通过的结果为准。

7.联系人电话：



027-87283690，方老师

考生 QQ群: 472925861

网址：http://mpa.hzau.edu.cn/

8.未尽事宜由公共管理学院 MPA 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解释。

附: 复试名单（见附件）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年 5月 3 日

复试名单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综合 外国语 总分

1 范回伟 105040251531775 126 64 190

2 龙凤 105040251537734 127 60 187

3 刘嘉诚 105040251531805 121 64 185

4 张冲 105040251531841 129 55 184

5 王培煜 105040251537741 134 50 184

6 张欣 105040251531843 133 50 183

7 张青青 105040251537752 126 56 182

8 张典 105040251537750 128 53 181

9 郭津瑞 105040251531779 121 58 179

10 王金宝 105040251531824 121 58 179

11 韦瑾 105040251537742 121 57 178

12 杨栋 105040251537747 132 44 176



13 闻龙 105040251537743 121 54
190(大学

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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