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与环境学院 2020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20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根据校研字〔2020〕45 号《关于做好

我校 2020 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精神，并结合本院的实际，经博

士生招生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以下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一、招生计划 

总招生计划 9 名，其中：普通计划 7名。普通计划分配见下表： 

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 
拟招收

名额 
硕博连读 备注 

01 自然地理学 3 1 
含新引进高层次人

才专项计划 1名 

02 人文地理学 3 1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3 0 
含新引进高层次人

才专项计划 1名 

二、复试入闱名单 

专业名

称 

方向

码 

博导姓

名 
考生编号 姓名 

性

别 

外

国

语 

专业基

础 

总分

(英语+

专业基

础) 

报考

类别 

专项计

划 

自然地理学 01 丁明军 104140107050003 刘怡媛 女 63.5 硕博连读 硕博连读 非定向 硕博连读 

自然地理学 01 胡启武 104140107050005 叶家飞 男 71.5 83 154.5 非定向   

自然地理学 01 丁明军 104140107050002 李燕燕 女 72 80 152 非定向  

自然地理学 01 赖格英 104140107050011 王海亮 男 70 80 150 定向  

自然地理学 01 简敏菲 104140107050008 吴玉立 女 72 77 149 非定向  

自然地理学 01 廖金宝 104140107050014 郭观明 男 68.5 79 147.5 定向  

自然地理学 01 简敏菲 104140107050006 赖政 男 73.5 72 145.5 定向  

人文地理学 02 钟业喜 104140107050029 马宏智 男 74.5 硕博连读 硕博连读 非定向 硕博连读

人文地理学 02 郑林 104140107050025 杨贤房 男 72.5 85 157.5 定向  

人文地理学 02 郑林 104140107050023 蔡振饶 男 69.5 80 149.5 非定向  

人文地理学 02 郑林 104140107050026 郑始年 男 73.5 76 149.5 非定向  

人文地理学 02 郑林 104140107050024 刘春浩 男 66.5 80 146.5 非定向  

人文地理学 02 钟业喜 104140107050028 梁常安 男 69 76 145 非定向  

人文地理学 02 方朝阳 104140107050021 黄于同 男 60.5 80 140.5 定向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03 齐述华 104140107050033 廖凯涛 男 78 77 155 定向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03 齐述华 104140107050032 查小惠 男 77.5 77 154.5 定向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03 齐述华 104140107050035 邹瑄 男 69.5 80 149.5 非定向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03 林珲 104140107050031 朱治州 男 72.5 68 140.5 非定向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03 吴波 104140107050037 郑翮 男 77.5 63 140.5 非定向  

三、复试时间和地点 

1.复试准备：考生复试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个人近期

免冠彩照 2 张、个人科研成果（如发表的论文原件、软件著作权等）、获奖证书、硕士学

位论文、外语能力证书等材料原件。 

2.报到：6 月 28 日上午 8:30 分，地点：方荫楼 2 区 3楼地理与环境学院办公室。 

3.复试安排： 

专业方向课考试时间：6月 28 日下午 14:00-15:30。 

专业面试（含专业外语测试、业绩考核）时间：6 月 29 日上午 8:00 。 

专业方向课考试及面试地点：新实验大楼标准化考场。 

四、复试内容及计分办法 

复试内容由 3 部分构成：专业方向课（总分 100 分，闭卷笔试）、专业外语测试（30

分）、专业面试（含业绩审核，总分 70 分）。 

1.专业方向课考试：笔试，总分 100 分。 

2.专业外语测试：采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考核考生专业外语能力。 

考核方式：朗读英文材料、英语口语交流等；每人考核时间 5分钟； 

3.专业面试（含业绩考核）： 

专业面试：考核考生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以及在本专业的培养潜力等。考核方式：考生随机抽专业试题题签回答；每人考核时间

20 分钟。 

业绩考核：通过对考生科研成果、学习与科研经历、业绩报告等材料的查阅、评价等

方式考核考生科研情况。复试小组根据审核通过的考生科研成果汇总表或相关业绩汇总



表打分。 

复试成绩的计算办法为： 

复试成绩=专业方向课成绩 * 50% +（专业面试成绩+专业外语成绩）* 50%。 

总成绩=初试成绩*60%+复试成绩*40% 

五、录取 

1.录取原则 

（1）复试不合格或超过三分之一的复试教师不同意拟录取的，不得录取或候补录取； 

（2）原则上根据总成绩由高分至低分择优录取，非定向考生应优先考虑； 

（3）新引进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考生复试合格即可录取； 

（4）硕博连读考生复试合格即可录取； 

（5）各专业普通计划定向生录取比例原则上不能超过 50%。 

2.排序规则：按研究方向排序录取。 

六、公示网址：http://dlxy.jxnu.edu.cn/ 

七、申诉渠道 

地理与环境学院：0791-88132900 

校研招办：0791-88120608 

校纪委：0791-88120013 

八、本方案由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领导小组研

究确定。 

 

                                      地理与环境学院 

2020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