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 

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19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省招考办有关要求，

为切实做好我院 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招生计划设置及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方式 

拟招生

计划数 

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要求 
一志愿考生 

上线人数 总分 
单科（满分

=100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081403 市政工程 全日制 25 270 39 59 23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

及空调工程 
全日制 24 270 39 59 22 

085213 

建筑

与土

木工

程(专

业学

位) 

市政工程 

方向 
全日制 26 310 39 59 36 

供热、供燃

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方向 

全日制 28 280 39 59 39 

市政工程 

方向 

非全日

制 

3 

310 39 59 1 

供热、供燃

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方向 

非全日

制 
280 39 59 1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7 270 39 59 9 

085229 环境工程 

（专业学位） 
全日制 21 270 39 59 3 

注：“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初试成绩要求总分 240，单科 30（满分=100

分），单科 50（满分＞100 分）。 

 

 

 

 



二、接收调剂考生条件及人数 

学科（类别）

领域码及名称 

学习 

方式 

拟接收

调剂考

生数 

拟发送

复试通

知数 

接收调剂考生条件 调剂考生进入复试遴选规则 

081403 
市 政

工程 

全日

制 
2 7 

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国家 A类

地区对应分数线，一志愿初

试统考科目(数学、外语)应

与市政工程（学术学位）相

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考生初试成绩要求总分

240，单科 30（满分=100分），

单科 50（满分＞100分） 

1、调剂考生本科所学专业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一志

愿报考学科领域代码需为市政工程（081403）； 

2、以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复试名单； 

3、如考生初试总分相同，则按数学分从高到低排序，

如仍然相同则参考外语成绩。 

 

081404 

供

热 、

供 燃

气 、

通 风

及 空

调 工

程 

全日

制 
2 7 

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国家 A类

地区对应分数线，一志愿初

试统考科目(数学、外语)应

与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学术学位）相同。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

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初试成绩要求总分 240，单

科 30（满分=100分），单

科 50（满分＞100分） 

1、调剂考生本科所学专业为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一志愿报考学科领域代码需为供热、供燃气、通

风及空调工程（081404）； 

2、以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复试名单； 

3、如考生初试总分相同，则按数学分从高到低排序，

如仍然相同则参考外语成绩。 

 

 

 

 

083000 

 

 

环境

科学

与工

程 

全日

制 
8 12 

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国家 A类

地区对应分数线。“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考生初试成绩

要求总分 240，单科 30（满

分=100分），单科 50（满

分＞100分） 

1、能源与环境方向对本科所学专业为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3份；其他方向对本科

所学专业为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及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的调剂考生拟发送复试通知 9份； 

2、以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复试名单； 

3、如考生初试总分相同，则按数学分从高到低排序，

如仍然相同则参考外语成绩。 

 

 

 

 

085229 

 

 

环境

工程 

（专

业学

位） 

全日

制 
18 23 

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国家 A类

地区对应分数线。“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考生初试成绩

要求总分 240，单科 30（满

分=100分），单科 50（满

分＞100分） 

1、调剂考生本科所学专业为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

工程； 

2、以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复试名单； 

3、如考生初试总分相同，则按数学分从高到低排序，

如仍然相同则参考外语成绩。 

 

 

 

085213 

建筑

与土

木工

程

(专

业学

位) 

非全

日制 
1 2 

考生初试成绩应符合其第

一志愿报考专业我校进入

复试基本分数要求。“退役

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

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初试成

绩要求总分 240，单科 30（满

分=100分），单科 50（满

分＞100分） 

1、调剂考生本科所学专业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环境工程； 

2、以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复试名单； 

3、如考生初试总分相同，则按数学分从高到低排序，

如仍然相同则参考外语成绩。 



注：调剂考生遴选原则为截止到本专业调剂系统首次开通后 18小时，从国家调剂系统报名考生按学硕

和专硕初试分数分别遴选；如有余额，再次延长 6小时并从报名考生中遴选，如仍有余额继续延长 6小时

并从报名考生中遴选。 

三、复试差额比例 

学院各学科领域复试差额比例不低于 120%。 

四、复试日程安排  

日期 时  间 工作内容 地  点 

24 日-25 日 25 日 12:00 前 通过学校复试管理系统选择复试专业科目  

3 月 26 日 

9:00-12:00 
复试考生报到、资格审查，收取体检表、报考证

明材料，发放复试准考证、复试考核表 

A2-201\203 中间厅 

（A2 会议室） 

14:00-16:00 
专业课笔试（14:15 以后到达考场的考生不得考

试，视为放弃复试资格） 
报到时通知 

18:00-20:00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报到时通知 

3 月 27 日 

09:00-17:00 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报到时通知 

17:00-19:00 
汇总复试考生综合素质考核成绩 

计算各学科领域考生复试成绩和加权成绩 
 

3 月 28 日 9:00-12:00 

组织拟录取调剂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调剂系统中完成拟录取确认操作 
 

发放拟录取考生调档函、签订定向就业研究生培

养协议 
报到时通知 

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  

五、复试内容 

（一）专业能力考核  

1.复试专业课笔试科目选择的规定和说明； 

不同学科领域复试专业课笔试具体科目的选择及规定详见我院招生学科（类

别）领域目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程序、方式及时间。 

专业能力考核采取笔试的形式，时间 120分钟，满分 100分。考核内容主要

考察学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

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

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 



（二）综合素质考核 

1. 综合素质考核内容、程序、方式及时间 

综合素质面试考核在对考生的思想品德、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和工作经历进

行深入了解的前提下，重点考察考生对本学科、研究方向或课题发展趋势的认识，

对所学专业知识在工程实际应用中的熟练程度和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考核分组采取双盲抽签方式，即复试小组的教师组成在综合素质考核前抽签

产生，考生先在综合素质考核前进行分组抽签，再进行考核顺序抽签。 

考核过程中从各专业题库中随机抽取 5道问题，选答 3道题作答，每位考生

考核时间一般应不少于 20分钟，复试小组成员根据考生作答情况提问其他专业

问题。 

2.考核内容： 

（1）专业基础知识，该项占总成绩的 50％； 

（2）工程实践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该项占总成绩 20％； 

（3）综合素质及培养潜力，该项占总成绩 30％。 

（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每生不少于 5分钟，重点考查考生运用外语知识与技能进

行听说交流的能力，由外语测试成员根据考生回答问题情况进行评定，以百分制

记，并当场对每名考生进行核分，每名考生的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为外语测试

成员打分的平均值。 

（四）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生加试考试加试  

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详见我院招生学科（类别）领域目录。加试

采取笔试的形式，时间为 120分钟，主要考察学生在本专业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六、成绩确定方法 

（一）复试各科目成绩确定 

复试专业课笔试、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力测试考核满分均为 100分。 

综合素质考核成绩确定方法：由每位复试工作组或复试小组成员独立给出分

数，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取算术平均值得出；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由每位测

试人员独立给出分数，取算数平均值得出。 

（二）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 



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其中复试各项成绩均

作四舍五入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计算公式为：复试总成绩=专业课笔试×50%+综合素质考核×40%+外语听说

能力测试×10% 

（三）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 

计算公式为：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0.2×60%+复试总成绩

×40%。 

七、拟录取原则 

（一）一志愿考生录取原则     

以志愿优先为原则，一志愿考生优先按照所在学科领域招生计划及考生入学

考试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二）调剂考生录取原则  

一志愿合格考生录取结束后，剩余招生计划接收调剂考生，调剂考生按照考

生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三）不予录取原则  

1.复试总成绩低于 60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课笔试、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

能力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及体检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3.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其中任何一门考试成

绩低于 60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拟录取结果公布后，考生须当场确认拟录取结果。如不确认的，须签订放

弃拟录取资格承诺书，由学院按录取原则递补录取。不在现场视为放弃拟录取资

格。 

2.本年复试采用分阶段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完成后，有剩余名额再进行下一

阶段的复试。 

3.本规定未尽事宜由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9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决定。  

八、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余红 

联系电话：024-24690700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沈阳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