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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博士研究生考核录取工作，根据《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

知》（教学厅函〔2020〕9 号）、《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

做好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鲁招考〔2020〕

42 号）和《山东理工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暂行

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9〕110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坚持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

则。

（二）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三）坚持政策透明、程序规范、信息公开、监督机制健全

的原则。

（四）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证广大师生健康的原则。

二、组织领导

（一）2019-2020 学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

校的博士研究生考核录取工作。其主要职责为：落实、分配年度

招生计划；制定学校当年的博士研究生考核录取办法；审核、确

定博士研究生录取名单等。研究生院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

（二）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以下称“各单位”）成立招

生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考核录取工作。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制

定本单位“申请-考核”制选拔方案和实施细则；根据学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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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组织本单位命题和保密工作；组织本单位的考核录取工作；

负责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

（三）各学科成立由不少于 5 名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本学

科专家组成的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根据本单位制定的选拔方案和

实施细则对考生进行全面综合考核。

（四）学校和各单位分别成立校级和院级考核录取工作检查

组，全程跟进监督考核录取工作各环节。

（五）严格落实考核录取工作各环节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制。

三、计划安排

（一）招生计划由学校根据《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

分配及管理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9〕39 号）确定。各学

科如不能完成计划，学校将收回剩余计划在校内其他学科重新分

配。

（二）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计划包含在各单位的招生计划

内。

（三）校内导师原则上每年招录 1 名博士研究生（含硕博连

读和“申请-考核”制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外聘导师只能指导

1 名在学博士研究生。

（四）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招生数不超过当年招生计划数

10%。

四、考核工作

（一）参加考核人员范围

符合“申请-考核”制报考条件、在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博士招生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成功、经各单位资格审核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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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

（二）综合考核形式与风险防控

综合考核利用“学信网研究生招生远程面试系统”（以下称

“招生远程面试系统”）进行网络远程考核。网络远程考核存在

一定风险（不限于以下风险点），防控应对办法如下：

1.断网情况

可能性：较低

应对办法：（1）开启手机流量作为备用网络连接；（2）断

网超过 3 分钟，变更考核题目。

2.考生互相转告考核内容

可能性：较低

应对办法：（1）增加考核命题数，降低重复抽取的概率；

（2）设置同一问题的不同问法或考察角度；（3）考生签订《考

生诚信承诺书》，一旦发现违反承诺事项者，取消录取资格。

3.替考

可能性：极低

应对办法：（1）“招生远程面试系统”进行人脸身份识别，

全程录像。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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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签订

《考生诚信承诺书》，一旦发现违反承诺事项者，取消录取资格。

4.面试环境对成绩的影响

可能性：较低

应对办法：（1）考核前开展考核小组成员培训，规范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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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与打分标准；（2）增加考核小组成员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5 人，建议 7 人，计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提高评

分客观性；（3）适当增加考核时间，随机询问未在拟定考核题

目范围内的专业问题，全面考察考生。

5.个别考生对网络远程考核方式的质疑

可能性：较低

应对办法：加大宣传力度，提前告知考生流程，强调形式程

序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消除考生的质疑。

6.考核过程中声音无法传输

可能性：较低

应对办法：（1）考核前向考生发布通知，要求各单位进行

网络测试，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模拟预演；（2）各单位增加技

术支持人员，应对综合考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指导和故障排

除；（3）如故障无法排除，则采用电话复试形式。

7.综合考核中考生有其他人员在旁边指点

可能性：中等

应对办法：（1）要求考生增加视频摄像头或使用两个以上

设备，扩大现场覆盖范围，排除其他人员在现场进行提示或传递

答案的可能性；（2）考生签订《考生诚信承诺书》，一旦发现

存在非独立作答情况视为考试作弊，取消录取资格。

8.未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网络参加综合考核或提交答卷

可能性：较低

应对办法：（1）考试开始前，要求考生在网上签到，网络

自动筛查应参加而未参加复试考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联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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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落实未进入网络原因；（2）若“招生远程面试系统”异常，

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或 QQ 向考生发送笔试题目；考生通过微信或

QQ 将拍摄的笔试答卷提交至工作人员；（3）考试结束时，网络

自动统计未按时提交答卷人员，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联系考生，落

实未按时提交答卷原因。

9.综合考核时考生拍照录像

可能性：较大

应对办法：明文规定不允许考生截屏、拍照、录像，更不允

许将面试图像视频资料上传互联网，违反规定将取消录取资格。

（三）考核内容

综合考核内容、考核标准、成绩计算办法、排名办法、录取

规则按照各单位公布的《2020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选

拔方案和实施细则》执行，详见各单位网站(机械工程学院、农

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点击查阅）。

1.英语水平测试。学校通过“易考”在线考试系统组织英语

水平测试（笔试），成绩合格者进入考核环节。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者可免英语水平笔试，直接进入考核环节：

（1）CET-6 成绩 450 分及以上（5 年内有效，证书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下同）；

（2）TOEFL（IBT）成绩 80 分及以上（5 年内有效）；

（3）IELTS 成绩 6.5 分及以上（5 年内有效）；

（4）GRE 成绩 320 分及以上（5 年内有效）。

https://jxxy.sdu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9/2f/b6aec48544a7a0ac61b8973303b5/f633420a-b9c5-440d-b871-82800c6e6ec5.docx
https://qgxy.sdut.edu.cn/
https://qgxy.sdut.edu.cn/
https://dz.sdut.edu.cn/
http://hgxy.s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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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素质考核。各单位充分考察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

掌握程度、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学术

研究的敏锐度，并进行专业外语（如文献阅读、口语和听力等）

测试。

3.专业创新能力考核。各单位全面考察考生对本学科前沿

知识、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及科研素质和培养潜力等。

4.综合素质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学习（工作）态度、

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情况、人文素质，以及举止、表达、礼仪、

心理状况等方面。重点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和心理健康状

况，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四）考核时间安排

1.英语笔试：2020 年 6 月 20 日

2.综合考核：2020 年 6 月 20-21 日

五、录取工作

（一）各单位招生工作小组根据招生计划，综合申请材料审

查和评价结果、考核小组考核等情况，根据本单位公布的《2020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案和实施细则》所规定的

计分办法和录取办法，确定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并在本单位

公示 3 个工作日。

（二）拟录取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各单位须将拟录取名单及

考生的申请、考核材料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审核汇总后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将审定后的

名单公示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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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名单，导师

和单位不得向考生承诺录取。

六、考核录取工作流程

（一）6 月 9 日前

学校发布《关于 2020 年“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考

核阶段工作的通知》，各单位通知所有参加综合考核的考生按时

参加考核。（责任单位：研究生院、机械工程学院、农业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二）6 月 12 日前

各单位将本单位招生工作小组、考核小组、考核录取工作检

查小组成员名单送交研究生院备案。（责任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三）6 月 16 日前

考核小组按照《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管

理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9〕126 号）规定命制综合考核试

题。试题为开放性，重点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潜力，要确

保每个复试考生抽到的试题不重复。（责任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四）6 月 18 日前

各单位参照 2020 年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工作相关要

求，准备好综合考核场地及软硬件设备，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委派专人联系每一位参加综合考核的考生，并逐一确定考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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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参加网络远程考核所需条件（含场地、网络、计算机、智能

手机等）；通过网络课程的形式培训考生及工作人员，确保每位

考生熟练掌握并运用“招生远程面试系统”；创建考场安排，组

织考生进行综合考核模拟演练。（责任单位：机械工程学院、农

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五）6 月 20 日 8:00-14:00

8:00-11:00 通过“易考”在线考试系统组织英语水平测试

（笔试），14:00 公布英语水平测试成绩。（责任单位：外国语

学院、研究生院）

（六）6 月 20 日 14:00-6 月 21 日

各单位通过“招生远程面试系统”组织考生进行综合考核；

根据本单位公布的《2020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方

案和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计分办法和录取办法，确定拟录取名单

报研究生院。（责任单位：机械工程学院、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

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七）6 月 22 日

拟录取名单在各单位网站公示 3 个工作日。（责任单位：机

械工程学院、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八）6 月 25 日

拟录取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各单位将拟录取名单及考生的申

请、审核材料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审核汇总

后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将审定后的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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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工作日。（责任单位：研究生院）

七、监督和复议

（一）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研究生院、校级研究生督导专家

组成校级检查组对考核录取工作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分组情况见

附件 2）；各单位成立以党总支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院级检查

组对本单位考核录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考核录取期间公布监督

举报电话，确保投诉、申诉渠道的畅通。

学校监督电话：0533—2782143 2787105。

（二）实行信息公开制度，考核录取方案、成绩和录取结果

在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示，成绩和录取结果公示时间均为 10 个

工作日。

（三）各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对本单位考生的考核结果

负责。考生如有异议，各单位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向考

生做出口头或书面答复。考生如对做出的答复不认同，可向学校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复议，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进行调查，并按有关规定做出书面答复。

八、疫情防控

根据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印发的

《山东省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意见》和《山东理

工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

各单位成立疫情防控小组，明确分管领导、专门工作人员、防疫

专门人员。

各单位要制定贯穿考核录取工作全过程的防疫措施，确保人

员和场所安全，准备足量的口罩、免洗手消毒液、医用酒精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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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物资。综合考核过程中，所有参加考核工作人员须全程佩

戴口罩，并按《山东理工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清洁消毒工作方案》

对综合面试考场进行消毒；如遇突发情况，按《山东理工大学突

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办法》执行。

九、舆情应急处置

各单位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山东理工大学舆情监测

与处置实施办法》《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复试舆情应急处置

预案》的要求，快速妥善处置博士考核工作期间可能引发的舆情，

有效预防和减轻负面舆情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

十、工作纪律

（一）各单位须对所有参加考核录取的工作人员进行纪律培

训，工作人员在考核及录取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教育部、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及学校有关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各项规定，不

得有任何违规违纪的行为。

（二）实行回避制度，凡有直系亲属或利害关系人参加考核

的人员，不得参加与考核及录取有关的工作。

（三）各单位行政负责人是博士研究生考核录取工作第一责

任人。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当事人，依照国家法律和学校相关规

定给予相应处分。

十一、本方案如与上级有关规定不符时，以上级规定为准。

十二、本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