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商务学位点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实施细则（第五批） 

 

一、复试录取工作原则 

1.坚持科学选拔的原则。积极探索并遵循高质量人才选拔规律，采

取多样化的考查方式方法，确保生源质量。 

2.坚持全面考查的原则。在对考生德智体基本情况全面考查基础上，

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 

3.坚持客观评价的原则。专业能力、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的考查都

要有量化的成绩。 

4.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

督机制健全，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5.录取原则： 

（1）严格按照各批次复试考生录取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各批次

拟录取考生名单（第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分别排序，优先录取复试合

格的第一志愿考生）。  

（2）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分视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不合格者

不予录取； 

（4）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审查不合格不予录取； 

（5）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6）已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确认其他高校拟录取的考

生不得调回我校录取。 

二、复试录取领导机构和工作执行机构 



学院成立硕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位点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和录取工作。 

 

三、各学科专业招生计划 

专业学科 

计划招生人

数 

是否接受调剂 

预计接受调剂人

数 

国际商务 3 是 3 

 

四、各学科专业复试资格 

以下考生可获得我校 2019国际商务研究生复试资格： 

1. 第一志愿考生 

国际投资与风险控制、国际物流与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国际市场营

销三个方向复试资格为达到国家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 A 类地区分数线的

考生。 

2. 调剂生 

根据国际商务学位点的《调剂复试考生选取原则》，通过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遴选调剂考生。调剂复试考生必须在复试前登陆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调剂系统填写调剂

申请，按规定程序进行操作。未在调剂系统办理登记手续并确认的调剂

无效。根据专业学科缺额计划人数，以不低于 1:1.2 的比例来确定调剂

复试名单。 

 

五、复试日程安排及其说明 



1.复试时间 

2019年 4月 22日–2019年 4月 24日  

2.报到、资格审查 

考生须在我校规定的报到时间内到我校研究生学院（地址：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云路 33 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仙溪校区行政楼

A1-217）报到并提交以下审查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1）应届考生须持本人学生证、身份证、大学成绩单的原件及所有

复印件；往届考生须持本人毕业证、身份证的原件及所有复印件。  

（2）所有考生须提供初试准考证和初试成绩单（或研招网成绩查询

截图）复印件，以及正面免冠一寸彩色近照两张。  

备注：①学历(籍)审核未通过的考生，必须提供给学历(籍)认证报

告，否则不得参加复试； 

②不论是否录取，所交材料一律不予退还。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

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对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复试、录取资

格； 

③考生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笔试及面试。  

资格审查联系人：罗老师（联系电话：13798692245）  

3.体检 

4月 23日上午进行体检。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须于复试期间进行体

检，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

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



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制

定。 

有关注意事项如下：  

（1）有关证件：考生需准备正面免冠一寸彩色近照一张，并随身携

带身份证、我校复试凭证，体检费由考生自行支付。  

（2）体检时间：另行通知。  

（3）体检地点：佛山市中医院禅城高新区医院（张槎医院）。医院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纯阳路 10号。 

（4）体检要求： 

①体检当天早上应空腹； 

②考生携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复试凭证和正面免冠一寸彩色

近照一张到张槎医院 5楼体检中心签到； 

③考生领取体检表进行体检，体检完后将体检表交回 5楼体检中心。 

④体检联系人：甘老师（联系电话：13612507829）  

4.复试安排： 

（1）专业课笔试： 

时间：4 月 23 日下午 14:30-16:30（同等学力考生加试安排在当天

晚上 18:30-20:30进行）。请提前 15分钟签到。 

地点：专业课笔试：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江湾校区–会通楼 424；同

等学力考生笔试：江湾校区-会通楼 514 

（2）面试： 

时间：4月 24日 8:30-15:00。请提前 30分钟签到。 



地点：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江湾校区–行政楼 325，具体分组地点情

况如下表：  

考室  地点 学科专业 

签到、候考室 行政楼 322 所有考生 

面试室 行政楼 325 所有考生 

休息室 1 行政楼 318 所有考生 

休息室 2 行政楼 320 所有考生 

（3）公布拟录取名单： 

复试结束后当场公布复试成绩，并按录取原则确定拟录取名单。 

地点：行政楼 325  

5.政审 

 6. 发出拟录取通知： 

经学校审核后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向拟录取的考生

发出拟录取通知（考生必须在 12小时内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

系统确认接收拟录取通知，逾期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 

 

六、复试考核内容、程序及相关考核标准 

1.复试考核内容。复试包括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两个环节。 

（1）专业课笔试：专业课笔试采取闭卷方式，考试时间为 2小时，

满分为 100 分；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 2 门本科主干课程。专业课笔试科

目和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以我校 2019 年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考试科目为

准。    

（2）综合面试： 



面试包括英语口语及听力测试（50分）、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150

分）两部分，满分为 200分。 

2.面试流程： 

（1）候考室签到（持个人有效证件及《复试凭证》） 

（2）领取《复试综合面试记录纸》填写资料 

（3）抽签确定考生面试顺序 

（4）宣布面试流程及纪律 

 特别提醒面试路线图： 

考生 — 候考室 — 面试室 — 休息室    

（5）考生面试 

（6）评定成绩 

（7）面试结束后，考生在休息室集中等待复试小组公布面试成绩。 

注：禁止面试完毕的考生返回候考室，否则视为违纪。 

3.考核标准。 

（1）面试评分标准 

考生面试综合成绩由英语口语及听力测试成绩和综合素质与能力测

试成绩相加而成，具体的评分标准参见表 1 和表 2。每一单项成绩取复

试小组成员给定相应单项分值的平均值。  

表 1. 英语口语及听力测试评分标准 

等级 评分标准 成绩评定 

优秀 理解问题完整正确，回答问题语言流畅。 45-50分 

良好 理解问题比较正确，回答问题语言基本流畅。 40-45分 

中等 理解问题基本正确，回答问题语言尚流畅。 35-40分 

及格 能基本理解问题，并做出部分回答。 30-35分 

不及格 不能理解和回答问题，或答非所问。 30分以下 

  



表 2. 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试评分标准 

指标等

级 

评价指标与评分标准 

专业理论基础

水平（50 分） 

创新精神与创

新能力（40分） 

专业与社会实

践经历（30 分） 

表达能力与社

交礼仪（15分） 

心理素质（15

分） 

优秀 

专业理论基础

扎实、基本概念

清晰。（45-50

分） 

具有丰富的创

新实践经历，取

得了较多的创

新成果。（36-40

分） 

具有丰富的专

业与社会实践

经验，实践与动

手能力强。

（27-30 分） 

表达能力与表

现力强，着装与

行为举止得当。

（13-15分） 

热情开朗、冷静

自信，应变能力

和行为控制能

力强。（13-15

分） 

良好 

专业理论基础

较扎实，基本概

念较清晰。

（40-45分） 

具有较丰富的

创新实践经历，

取得一定的创

新成果。（32-36

分） 

具有较丰富的

专业与社会实

践经验，实践与

动手能力较强。

（24-27 分） 

表达能力与表

现力较强，着装

与行为举止较

为得当。（12-13

分） 

乐观自信，应变

能力和行为控

制能力较强。

（12-13分） 

中等 

专业理论基础

尚扎实，基本概

念尚清晰。

（35-40分） 

参与过创新性

实践活动，取得

了初步的创新

性成果。（28-32

分） 

参与过专业与

社会实践经验，

具备基本的实

践与动手能力。

（21-24 分） 

表达能力与表

现力尚可，着装

与行为举止较

为得当。（11-12

分） 

具备一定的自

信心，能较好控

制自己的言行。

（11-12分） 

及格 

有一定的专业

理论基础与基

本概念。（30-35

分） 

未完整参与过

创新性实践活

动。（24-28分） 

参与过专业与

社会实践活动。

（18-21 分） 

具备基本的表

达能力与表现

力，着装与行为

举止基本得当。

（9-10分） 

自信心不足、但

能控制自己的

言行。（9-10

分） 

不及格 

缺乏基本的专

业理论基础与

基本概念。（30

分以下） 

未曾参与过创

新性实践活动。

（24分以下） 

未曾参与专业

与社会实践活

动。（18分以下） 

不能清楚表达

自己的观点，缺

乏基本的表现

力与社交能力。

（9分以下） 

缺乏必要的自

信心、无法控制

自己的言行。（9

分以下） 

  

4.成绩计算及录取原则 

（1）复试总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总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2）录取总成绩计算方法。 

录取总成绩＝初试总成绩×0.6＋复试总成绩×0.4  

（3）成绩公布：面试结束当日公布考生复试成绩。 

（4）录取原则： 



①各学位点应严格按照各批次复试考生录取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

定各批次拟录取考生名单（第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分别排序，优先录

取复试合格的第一志愿考生）。  

②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分视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③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不合格者不

予录取； 

④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审查不合格不予录取； 

⑤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⑥已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确认其他高校拟录取的考生

不得调回我校录取。  

⑦此次复试如出现录取总成绩同分的情况，则我学位点将按照初试

总成绩、初试外国语成绩、复试外语成绩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名录取。 

七、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申诉和监督方式 

复试纪检工作由学校纪委监察处监督执行。复试成绩及拟录取结果

当天宣布，考生复试时如有作弊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一经查实，取消

考生复试资格；复试考官及工作人员如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按国家有

关规定处罚。考生如对考试复试结果有异议，可向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硕

士研究生招生信访小组申诉。 

联系人部门及联系方式： 

纪委监察处联系电话：0757-82988227 

研究生学院联系电话：0757-83963790 

2.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 18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江湾校

区行政楼 302A（邮编 528000）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757-83985172. 交通指引 

报到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云路 33 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仙溪校

区（西门）。【江湾校区北门（五峰四路）有直达公交车 242 路，路程

需 1小时左右】 

笔试及面试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 18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江湾校区【佛

山火车站、佛山西站、佛山市客运站均有直达江湾校区的公交车】 

4.住宿建议 

江湾校区南门（江湾一路 18号）旁有多家快捷酒店，步行至校门口

只需 1-5分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学位点 

2019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