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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办法及细则

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是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考查考

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知识、综合素质以及创新能力是否符合博士研究生培养要

求的重要环节和手段。为使综合考核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确保优秀考生入

围，根据《陕西科技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办法》，结合我院实

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综合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

究生招生工作小组。成员由博士生导师、教授以及能进行外语测试的副高以上职

称的教师、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人员组成。

组 长：马广奇 崔 楠

副组长：薛 俭

成 员：王胜利 王海刚 张凯凯 杨君岐 冯俊华

苏 芳 石乘齐

秘 书：邓鲲鹏 毛舒欣

二、招生原则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博士生招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

据，对于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2020 年每位博士生导师只招收博士生 1名（硕博连读、申请考核、普通

招考）。

3、以报名信息为准，不得转导师调剂。

4、在优先完成学校人才专属计划前提下，按照综合考核总成绩由高到低排

名，依次择优录取。

5、 近年来从事报考相关专业科学研究工作。

三、综合考核基本条件

1、考生须符合陕西科技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报考条件，外国语

及专业课分数线）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查后，方可参加学院组织的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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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检工作：学校研究生招生考试体检工作将于新生入学后组织进行，考

生应身体健康，符合各招生专业规定的体检要求。体检标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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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3、心理测试：所有参加综合考核的考生必须参加心理测试。

四、综合考核内容及方式

学院招生工作小组组织成立综合考核小组，综合考核小组不少于五人，成员

应为本学科副教授职称(含)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以上专家以及进行外语测试的

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学术水平考查，由专人负责记

录和汇总成绩。

1、考核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面试：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

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2）综合研究能力面试：主要考察考生掌握本专业涉及的专业知识的深度

及广度，可扩展到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前沿学科的有关基本知识掌握；考察考

生英语听、说、阅读能力。

（3）创造性成果：主要考察考生已取得的科研成果。

2、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结合选拔形式及考生来源，笔试环

节将采用线下与远程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采用远程网络面试方式进

行，线上平台使用腾讯会议，备选使用钉钉等平台。

准备材料：学校研究生院制定的《陕西科技大学硕博连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

请表》或者《陕西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申请表》、科研成果清单及

证明材料、身份证。

五、总成绩计算原则及办法

1、总成绩计算原则

（1）所有硕博连读考生英语笔试成绩必须符合陕西科技大学 2020 年硕博连

读外国语分数线要求，方可进行综合考核。

（2）初试成绩分数线由学校统一划定。所有普通招考考生初试成绩必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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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符合陕西科技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外国语及专业课分数线要求，方可进入

综合考核阶段。

2、总成绩计算办法

（1）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总成绩=综合考核成绩；

（2）普通招考：总成绩=综合考核成绩×40% +初试总成绩×60%；

注：

综合考核成绩（满分 300 分）=思政面试成绩×10%+综合研究能力面试成绩

×30%+创造性成果成绩×60%

初试总成绩（满分 300 分）=初试外国语成绩×1.5+（初试业务课一成绩+初试业务

课二成绩）×0.75

综合考核成绩计算办法：

综合考核成绩（满分 300 分）＝思政面试成绩×10%＋综合研究能力面试成绩

×30%＋创造性成果成绩×60%

创造性成果成绩 =
创造性成果原始积分

参与本次考核人员最高原始积分
× 100

近五年所取得创造性成果且与所报考专业相关，并在综合面试前提供纸质成

果及相关的收录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积分标准见附表，本科阶段创造性成果

不在计算积分内，不需提交。

七、录取基本办法及流程

1、综合考核结束后，由学院招生工作小组按照各项成绩按总成绩计算办法，

共同确认、汇总考生总成绩，以总成绩自高至低排序。院招生工作小组组长和导

师共同在《陕西科技大学硕博连读考核表》、《陕西科技大学申请考核制考核表》、

《陕西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专业综合面试情况表》相应栏目内签署意见。在学院

总指标范围内，导师同意录取人数应符合博士招生原则。

2、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确定通过考核的考生名单，并在本学院网

站公示考核合格名单（含考核成绩和考核结果信息），公示时间为 3天。

3、学院公示结束后，经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主管领导签字并盖章，

将考核合格名单连同考核组相关表格及其他材料报研究生院。考核合格名单中考

生人事档案须按学校规定时间转入，否则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

4、学校结合综合考核结果及转档情况确定拟录取名单并进行公示。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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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报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审批。

七、举报电话及信箱

校纪委监察处：029-86168052

研究生院：029-86168200

经济与管理学院：029-86168550

电子信箱：yjszs@sust.edu.cn dengkunpeng@sust.edu.cn

八、其他

本办法适用于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未尽事宜，由经济与管理

学院负责解释。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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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招生创造性成果积分标准》

1.论文

序号 类别 分值 说明

1 中文核心期刊 因子×10

因子=1+期刊影响因子，

以发表当年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为准，当分值大于或等于 30 分时以 29.5

分计算，以中国知网 CNKI 复合影响因子为

准

2
国际会议论文

并被 CPCI 收录
10

3 期刊 EI 收录 因子×30

因子=1+期刊影响因子

EI 与 SCI 不重复计算

当分值大于或等于60分时以59.5分计算，

以发表当年的影响因子为准

4 SCI 收录 因子×40

因子：1+期刊影响因子

SCI 收录以 JCR 期刊分区数据在线平台的

当年影响因子为准；

5 SSCI 因子×60

因子：1+期刊影响因子

SSCI收录以Impact Factor 影响因子查询

系统为准

6 CSSCI 收录

来源期刊

因子×30
因子：1+期刊影响因子

以发表当年的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为准，

以中国知网 CNKI 复合影响因子为准
扩展版

因子×20

7 新华文摘全文转摘/部分 100/60

8 人大复印资料转摘 40

9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

育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

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学术文

章

20

10

研究成果入选省级以上（含省

级）成果要报类、决策参考类、

蓝皮书类或陕西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优秀成果汇

编类

10/5/3/1
除老师外学生排名第一 10 分，排名第二 5

分，排名第三 3 分，排名第四及以后 1 分

说明：同一论文如果被不同检索收录的，采取就高不就低的计算原则，不重复计算。

已录用，待发表的文章，按上表先对相应积分办法×0.5，只计算考生为第一作者或考生硕

士阶段的导师为第一作者，考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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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获奖

项目 名次 分值

国家级科技奖

一等奖 100

二等奖 70

省部级科技奖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厅局级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5

二等奖 4

三等奖 3

说明：具体获奖资格、级别认定以学院招生小组认定为准；若为团队集体奖，按获奖人

员平均分配总分，但积分之和不得大于总分值。

3.学科竞赛或比赛

项目 加分

国家级竞赛或比赛 特等 100 分，一等 75 分，二等 50 分，三等（优秀）25 分

省级竞赛或比赛 特等 25 分，一等 20 分，二等 10 分，三等（优秀）5分

学校竞赛或比赛 特等 5 分，一等 3 分，二等 2 分，三等（优秀）1分

说明：若为团队集体奖，按获奖人员平均分配总分，但积分之和不得大于总分值。

4．硕士研究生期间获得奖学金

级别 名次 分值

国家级奖学金 100

省级奖学金 20

校级奖学金

一等奖 5

二等奖 4

三等奖 3

说明：每位考生提交硕士阶段获得最高级别（最高名次）的奖学金，且同级别（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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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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