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一、复试组织管理机构 

学院成立以学院院长为组长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院复

试录取办法的具体实施和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下设以学院

纪委书记为组长的复试监督小组，负责学院复试过程各个环节的监督工

作。 

二、复试基本条件 

1、根据我校划定的复试分数基本要求以及我院考生上线的实际情况，

学院对报考土木工程专业[081400]中 05,06 专业进行学院划线，要求：政治

理论 50，外国语 50，业务课一 80，业务课二 80，总分 350 分。对土木工

程[081400]专业其他专业（01、02、03、04）的学院划线要求是：政治理论

50，外国语 50，业务课一 80，业务课二 80，总分 325 分。 

对报考土木水利专业[085900]中 05,06 专业进行学院划线，要求：政治

理论 50，外国语 50，业务课一 80，业务课二 80，总分 350 分。对土木水

利[085900]专业其他专业（01、02、03、04、07、08）的学院划线要求是：

政治理论 50，外国语 50，业务课一 80，业务课二 80，总分 325 分。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工程管理[125600]以及专项计划的学院复试分

数线与《湖南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

本要求》一致，不再单独划线。 

2、根据学校规定，推荐免试生在推荐阶段已进行复试，不再参加统考

生复试。 

 



 

符合学院复试分数线要求且经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满

足学院复试线的各专业考生人数如下： 

学科专业 上线考生数 备注 

081400 土木工程 48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4  

085900 土木水利(全日制) 133  

085900 土木水利（非全日制） -- 接受校内外调剂 

125600 工程管理 16 接受校内外调剂 

 

三、网络资格审查 

请考生在 5月 12日前将所有以下材料电子版(扫描 PDF)发送至电子邮

箱：hun_tmxy@126.com 

1. 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在土木工程学院网站下载，本人签名 

2. 本人准考证 

3.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正反面 

4. 应届生须提供学生证原件 

5. 往届生须提供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 

6. 境外学历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报

告原件 

7. 报名时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凡未通过学院资格审查的考生不能参加面试。 

四、复试时间、形式和内容 

1、复试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7 日 8:30——18:30 



 

2、复试采用远程网络复试，使用研究生院统一线上平台南软平台。 

3、复试总成绩为 240 分，每位考生考试时间为 30 分钟。 

⑴专业测试（15 分钟） 

主要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共 100 分。

专业测试实行题库随机抽题。 

⑵综合面试（10 分钟） 

主要考察考生的思维、反应、表达、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个人基本素

质、心理健康状况、从事社会公益、思想政治素质及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情

况，共 120 分。其中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结果不计入考生总成绩。 

⑶语言测试（5 分钟） 

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共 20 分 

4、复试工作要求 

（1）复试工作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进行。 

（2）复试过程必须规范操作，切实做好试题保密、复试现场记录（全

程网络录像）及保存等工作；学院复试监督小组参与本院复试监督工作，

确保复试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性。 

（3）所有参与复试录取工作的人员都应严格自律，认真负责，自觉遵

守教育部和学校研究生招生制度，切实维护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对

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五、复试成绩规格化 

1、同一专业（或者研究方向）有多个面试小组的，其考生复试中的综

合面试成绩（总分 120 分）将进行规格化处理，并以规格化后的成绩作为

考生的最终综合面试成绩计入成绩排名。 

规格化办法：面试成绩（总分 120 分）中“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满分：40 分）这一项分数不参与规格化，其余成绩按照各组平均分、方

差相等的原则进行规格化。 



 

2、同一报考方向有两门考试科目的，对专业测试成绩进行规格化处理，

并以规格化后的成绩作为考生的最终专业测试成绩计入成绩排名。 

规格化办法：专业测试成绩按照平均分和方差相等的原则进行规格

化。将每门课程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成绩累加后算出平均值（保留 1 位小

数，四舍五入），然后将该平均值平移至 80 分进行规格化。 

六、录取办法 

（一）招生计划 

经学校批准 2020 年我院统考生招生计划如下：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研究生复试各专业招生计划一览表 

学科专业 
二级学科或者专业 

方向 

考生中可录

取人数 

专项计

划 

符合院线考

生数（全日

制） 

院线非

全日制

考生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9 

少数民

族骨干

计划：2 

11 

/ 

桥梁与隧道工程 4 5 

岩土工程 4 6 

市政工程 11 17 

供热、供燃气通风空调 5 9 

合计 33 2 48 

交通运输

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4 0 4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29 

士兵计

划：1 

69 / 

桥梁与隧道工程 5 9 / 

岩土工程 7 17 / 

市政工程 4 9 / 

供热、供燃气通风空调 6 17 / 

道路与铁道工程 7 12 / 

合计 58 1 133 / 

土木水利 土木水利(非全) 15 0 0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非全) 15 0 16 / 



 

其中，土木工程[081400]以及土木水利专业[085900]中的结构工程招生

计划包括：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建筑材料、工程管理 4

个方向。 

（二）网络复试规则：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

网络远程考场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

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

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

软件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

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

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

房间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

不得由他人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

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

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不得佩戴口罩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

不可遮挡耳朵，不得戴耳饰。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

任何方式查阅资料。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 未按规定时间参加远程网络复试的考生按弃权处理。 



 

9.复试期间如发生设备或网络故障，应主动联系面试组成员。 

考生若不具备远程复试条件，及时联系我们：0731-88821532 

（三）录取办法： 

    1.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和少数名族骨干计划考生综合面试及语言测试

两项总成绩不得低于 84 分。（不占学院录取指标） 

2. 其他考生按照以下原则录取： 

按专业中的方向录取，成绩总分=初试成绩+复试成绩（满分 740 分，

其中初试成绩满分 500 分，复试成绩满分 240 分），成绩总分在从高分到

低分录取。 

录取原则：按照考生的第一志愿，根据考生初试成绩+复试成绩（规

格化）的总分进行排名，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1）综合面试及语言测试两项总成绩低于 84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 

（2）考生成绩总分相同时，优先录取初试分数高的，如果初试分数相

同，则优先录取数学科目分数高的。 

（3）已被我院录取的考生（含推免生），不允许变更录取专业及研究

方向。 

3.调剂工作。 

（1）根据学院考生上线情况，土木工程[081400]和土木水利 [085900]

（全日制）不接受调剂。 

（2）土木水利 [085900]（非全日制方向）和工程管理[125600]根据招

生指标完成情况决定是否接收调剂。调剂方式如下： 

校内调剂：校内申请调剂者初试成绩须达到土木水利 [085900] （非全

日制方向）和工程管理[125600]的复试分数线，在资格审查时递交《湖南大

学 2020 年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接收调剂申请表》。 



 

校外调剂：在我院接受校内调剂后，若土木水利 [085900]（非全日制

方向）和工程管理[125600]还未完成招生指标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校外调剂。

学院将根据生源情况将另行通知及安排复试。 

4.申请非全日制调剂的程序和录取原则， 

（1）所有参加调剂的校内外考生，需要在教育部的“全国硕士生招生

调剂系统”开放后，登录系统完成网上调剂相关手续。 

（2）经学院审查合格后根据名额按总分（初试成绩加复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录取，相同分数的情况下按初试成绩高分到低分录取，初试成绩

相同的，数学成绩高的优先录取。 

（3）申请调剂到土木水利[085900]（非全日制方向）和工程管理[125600]

的校外考生于 5 月 19 日-5 月 24 日期间提交《湖南大学 2020 年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接收调剂申请表》，发至邮箱：hun_tmxy@126.com 逾期不再

受理（调剂申请表请见附件）。 

5.关于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政策的特别提示 

（1）该计划为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湖南大学非全日制培养方式为定向培养；非全日制研究生入学后，

不享受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不转户口和个人档案，学校不

安排学生宿舍住宿，培养计划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一样。 

（3）是否参加土木工程学院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调剂复试，由考生

自愿申请。 

6.录取名单公示：按照学校要求，实行录取名单公示制。拟录取名单

张榜公示 10 天。咨询申诉可联系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0731-88821532，电子邮箱：hun_tmxy@126.com（邮件标题请注明：2020 年

研招录取） 

七、其他事项 



 

本复试细则由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制定，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负责解释。若与学校相关规定有异议处，按学校规定执行。如有未尽事宜，

经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商议后公示。其余未尽事宜以湖南大学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公布信息为准。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