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科学学院 2017 年博士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为保证我院本年度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校研究生院《关

于做好 2017年博士生复试和录取工作的通知》，结合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实际

情况，特制订本方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与要求 

以考生为本，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维护考生的根本利益，坚持德智体全

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 

1、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外国语不低于 50分，专业课不低于 60

分，凡符合学院复试分数规定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2、根据教学厅〔2017〕2号文件精神,“申请-考核”生初试须笔试,在本次

复试环节中此类学生需加试业务课二笔试。 

3、地球科学学院 2017年博士生招生计划 55人，其中：硕博连读 21人、本

科直博生 6人、申请-考核生 2人，统考招生计划人数为 26人。 

    4、硕博连读生、本科直博生、申请-考核生均已完成复试。 

5、复试名单，见附件一。 

二、复试内容及成绩计算 

1、专业课笔试：满分 80分  

报考专业和代码 专业课笔试科目 满分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070901) 3301 矿物岩石学 80 

地球化学(070902) 3316 地球化学 A 80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070903)、 3328 沉积地质学 80 

构造地质学(070904) 3322 构造地质学 A 80 

第四纪地质学(070905) 3323 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 A 80 

地球生物学（0709Z2） 3328 沉积地质学 80 

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0709Z3） 3324 行星地质学 80 

2、专业外语文献翻译能力：笔试，满分 20分，与专业笔试同时进行。 

3、外语听说能力：满分为 20分,包括英语自我介绍（含工作、学习情况介

绍），英语对话，测试方式与综合素质面试结合进行。 

4、科研素质和综合素质面试：满分为 80分，包括专业思想、治学态度、专

业能力、培养潜力、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内容。测试方式为谈话，提问与回答，审

查学习与研究成果情况等，测试时间为不少于 20分钟（含听说能力测试测试时

间）。 



 

 

三、复试安排 

    1、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时间：2017 年 5 月 14日（下午 14：30-17:00） 

 资格审查地点：中国地质大学主楼 312 室 

 考生需要携带以下材料： 

    （1）考生须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和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硕士毕业生须持

学生证），以及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一份；最后学习阶段的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

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公章）。获得境外学历的考生，须出具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认证书的原件。 

    （2）对报考非定向的在职生，资格审查时须提供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模板见附件二）；对报考定向（委培）的在职生，须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至

少脱产三年攻读博士学位的证明（模板见附件三）。 

    （3）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者，取消其复试资格。 

（4）根据湖北省物价局鄂价费规[2013]215 号文件规定：研究生参加复试

收取复试费 100元/人，在资格审核时集中收取，按照财务有关规定使用。 

 2、复试时间及地点 

    （1）笔试 

     时间：5月 15日上午 8：30-11：30  （3小时）       

     地点：教一楼 507 

    （2）综合能力面试 

     时间：5月 15日下午 14：30             

     地点：教一楼 503、506 

     3、体检 

 体检安排在校医院进行，考生登录报考系统下载体检表后，于 5月 12日下

午自行到校医院体检，未在规定时间内体检的自行到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后将

体检表交学院办公室（主楼 312室）。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四、拟录取 

1、招考生录取：总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专业外语文献翻译能力成绩）

*0.5+外语听说能力成绩+科研素质和综合素质面试成绩）*0.5 

    2、复试各部分成绩或复试成绩未达到相应满分的 60%者，不予录取。未参

加复试考生不予录取。 



 

3、考生可登陆地球科学学院网站（http://dxy.cug.edu.cn）查询预录取名

单。拟录取考生须按时完成政审、调档和委培合同签订等各项工作。5月 30日

前 EMS 寄送到学院院办的材料如下 ： 

   （1）政审表（见附件四）； 

   （2）非定向考生档案（外校应届生档案可推迟至 7月初）；  

   （3）对于在职人员中拟录取为非定向的，除档案外，还须额外提供与现单位

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参考附件二），并保证全日制在校学习； 

   （4）对于在职人员中拟录取为定向（委培）的，不转档案，但需提供单位人

事部门同意脱产三年攻读博士学位的证明（参考附件三），并签署定向（委培）

合同，缴纳委培费，保证博士生毕业后回单位工作。 

    以上材料缺一不予发录取通知书。合同可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 388 号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研

究生秘书收           

邮政编码：430074；联系电话：027-67883008 

5、拟录取名单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由学校统一发出录取通知书。  

6、博士研究生奖助学金分为三等。各等奖助学金比例构成及奖助标准如下： 

等级 比例 学业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业助学金 

基本总金额 
导师配

套方式 学校投入 导师配套 

一等 15% 10000 元/年 12000 元/年 15000 元/年 
≥16000 元/年 53000 元/年 A 类 

≥8000 元/年 45000 元/年 B 类 

二等 40% 10000 元/年 12000 元/年 12000 元/年 
≥12000 元/年 46000 元/年 A 类 

≥5000 元/年 39000 元/年 B 类 

三等 45% 10000 元/年 12000 元/年 8000 元/年 
≥5000 元/年 35000 元/年 A 类 

≥2000 元/年 32000 元/年 B 类 

 

7、申诉电话 

研究生院：027-67885070 

监察处：027-6788434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2017年 5月 8日 

 



 

附件一：地球科学学院 2017年博士招生复试名单 

考生编号 姓名 性别 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考生来源 考试方式 英语 业务课 1 

104917110110001 陈棋 男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赵军红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52 73 

104917110110003 徐少朋 男 0709Z3 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 肖龙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7 77 

104917110110004 苏建超 男 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 李长安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72 74 

104917110110006 于世航 男 070904 构造地质学 文森特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8 68 

104917110110007 彭弘韬 男 070904 构造地质学 蒂姆科斯基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5 66 

104917110110010 余煜之 男 070902 地球化学 张宏飞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71 78 

104917110110012 刘冬洋 男 0709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宋海军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70 73 

104917110110013 黄坚 男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赵珊茸 高等教育教师 普通招考 68 89 

104917110110014 李卓阳 男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陈能松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72 84 

104917110110015 李维 男 070904 构造地质学 曹淑云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76 62 

104917110110016 雷华基 男 070902 地球化学 胡圣虹 其他在职人员 普通招考 82 87 

104917110110017 赵红宇 男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赵珊茸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3 81 

104917110110018 刘茜 女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郑建平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4 84 



 

考生编号 姓名 性别 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考生来源 考试方式 英语 业务课 1 

104917110110023 赵宇洁 女 070902 地球化学 吴元保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5 75 

104917110110024 赵得爱 男 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 黄春菊 高等教育教师 普通招考 80 96 

104917110110025 刘忠 男 070904 构造地质学 曹淑云 未就业人员 普通招考 68 81 

104917110110027 张文祥 男 070902 地球化学 吴元保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3 78 

104917110110028 仇鑫程 男 0709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童金南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60 64 

104917110110029 赵曌 女 0709Z2 地球生物学 龚一鸣 应届硕士毕业生 普通招考 57 75 

 



 

 

附件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模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单位已与****解除劳动关系，其人事档案转入贵校，其毕业后按贵校就业

政策就业。 

     ——落款须为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附件三：在职生委培证明模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鉴于我单位***报考贵校博士生，如其被贵校录取，我单位同意其至少脱产

三年在校学习，并为其完成论文提供必要的支持，按时向贵校缴纳 2.8 万元/年

的培养费，保证其毕业后接收其回我单位工作。 

——落款须为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附件四：政审表 

提纲： 

1、 该同志在工作、学习方面的表现以及对报考研究生的态度； 

2、 该同志在遵纪守法、道德品质方面的表现； 

3、 对目前社会上重大事件的认识及态度； 

4、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国地质大学 2017年拟录取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审查表 

姓名  性别  
考生学习

工作单位 
 

报考

学院 
地球科学学院 

报考

专业 
控制系统与工程 考生编号  

思想政治表现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2017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政工）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市场填写，请于 5 月 30 日

前寄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