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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函〔2019〕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号）文件精神以及《中国

矿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结合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细则。 

一、基本原则 

复试录取工作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

的原则，确保安全性、公平性、科学性。  

二、 组织管理 

依照《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实施细则》开展复试工作。学院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网络远程复

试工作协调小组、复试监督小组、复试技术保障小组为复试提供组织

保障。 

成立复试小组，组织进行复试工作。复试小组由 5位办事公正、

教学经验丰富、外语水平较高、能严格执行招生政策、无直系亲属或

利害关系人报考的教师组成，其中研究生导师不少于 3人。另设专职

秘书 2人。 

三、复试形式 

主平台采用钉钉复试专用版，备用平台采用钉钉普通版和腾讯会

议。 

四、招生计划 

根据研究生院下达的招生指标确定本次招生指标如下： 

公共管理硕士 210人（不含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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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试工作 

根据差额复试的原则和初试成绩达到国家线人数的情况，确定中

公共管理硕士单科分数线按照教育部公布的 A类地区分数线执行；总

分分数线按照拟录取人数的 120%划定，复试线为 189，复试的考生名

单、初试原始成绩公布如下： 

公共管理硕士：总人数２５５ 

考生编号 姓名 性别 复试专业 考试方式 总分 备注 

10290*****01992 董*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44   

10290*****06907 孙*杰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40   

10290*****03112 韩*同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7   

10290*****02092 周*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3   

10290*****03142 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2   

10290*****03365 叶*倩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1   

10290*****03051 陈*宇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0   

10290*****06365 顾*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0   

10290*****07025 郑*昌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30   

10290*****06041 邱*远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9   

10290*****03092 甘*卿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8   

10290*****03157 李*虎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8   

10290*****06859 梁*婷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8   

10290*****06445 孙*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8   

10290*****03040 鲍*凡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7   

10290*****03062 崔*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7   

10290*****06979 徐*可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7   

10290*****03063 崔*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6   

10290*****03067 戴*丹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5   

10290*****06009 金*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3   

10290*****06470 王*勇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3   

10290*****02065 薛*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3   

10290*****06920 滕*娟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2   

10290*****02054 吴*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2   

10290*****03261 孙*茗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1   

10290*****03339 徐*双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1   

10290*****02074 于*君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1   

10290*****06107 张*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1   

10290*****06532 赵*芳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1   

10290*****08499 鲍*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0   

10290*****03138 简*霖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0   

10290*****06010 李*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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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0*****06093 薛*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0   

10290*****03370 于*宇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0   

10290*****06112 赵*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20   

10290*****03178 刘*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9   

10290*****03239 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9   

10290*****03360 杨*婷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9   

10290*****02094 周*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9   

10290*****03066 戴*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8   

10290*****03193 刘*鲁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8   

10290*****07486 夏*利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8   

10290*****06970 徐*涵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8   

10290*****02093 周*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8   

10290*****06780 陈*如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7   

10290*****07477 魏*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7   

10290*****05975 陈*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6   

10290*****03083 杜*喆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6   

10290*****06401 李*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6   

10290*****03302 王*默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6   

10290*****06074 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6   

10290*****06504 许*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6   

10290*****02081 张*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5   

10290*****01299 杜*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10290*****07441 高*政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村官 

10290*****03125 何*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10290*****09837 殷*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10290*****03396 张*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10290*****03419 钟*临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10290*****02087 钟*锜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4   

10290*****03113 韩*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3   

10290*****08158 谢*雪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3   

10290*****03348 闫*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3 苏北计划 

10290*****07004 张*玮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3   

10290*****06802 杜*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2   

10290*****09594 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2 村官 

10290*****02045 王*纯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2   

10290*****06943 王*冬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2   

10290*****06959 吴*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2   

10290*****08523 赵*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2   

10290*****03071 狄*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1   

10290*****08138 蔡*劲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10290*****10009 陈*阳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10290*****03093 高*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10290*****06895 沈*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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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0*****02039 孙*扬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10290*****06083 夏*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10290*****03344 许*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10   

10290*****06774 包*亮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6323 曹*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6788 陈*萌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1993 樊*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1996 顾*谦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3170 李*旭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8516 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6948 王*平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6499 徐*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3411 张*龙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9   

10290*****06322 曹*铭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3069 邓*丽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1991 丁*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6377 花*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3143 接*琦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3162 李*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6513 姚*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7039 邹*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8   

10290*****02003 黄*雯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7   

10290*****03246 宋*迪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7   

10290*****06912 孙*青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7   

10290*****06084 谢*伦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7   

10290*****10018 徐*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7   

10290*****06111 赵*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7   

10290*****03145 孔*骁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6   

10290*****07450 梁*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6   

10290*****06030 卢*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6   

10290*****02024 路*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6   

10290*****03191 刘*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6037 孟*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7466 史*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6446 孙*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6480 夏*彬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8522 张*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7020 赵*彩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3415 赵*稳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7037 朱*义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5   

10290*****03204 刘*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4   

10290*****03295 王*琪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4   

10290*****03381 张*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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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0*****09603 张*华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4   

10290*****03169 李*和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6407 刘*楼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2042 童*婷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7476 王*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6515 易*鹏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2088 周*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2097 邹*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3   

10290*****08137 卜*雷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2   

10290*****03049 陈*涵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2   

10290*****03194 刘*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2   

10290*****03213 马*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2   

10290*****06519 郁*仪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2   

10290*****03377 张*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2   

10290*****05965 曹*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村官 

10290*****01997 郭*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6375 胡*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2010 蒋*晨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6391 李*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6433 阮*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6501 徐*杰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3354 杨*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6096 杨*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1   

10290*****06327 陈*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3060 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018 李*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036 马*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884 苗*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897 石*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906 孙*植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491 胥*丰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7014 张*雅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200   

10290*****06426 潘*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9   

10290*****06455 汪*沅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9   

10290*****03334 夏*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9   

10290*****06109 张*文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9   

10290*****03421 周*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9   

10290*****06783 陈*洲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3059 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2004 黄*琳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6398 李*朦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6429 彭*顺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6935 王*雯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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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0*****03423 周*恒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6552 宗*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8   

10290*****05978 戴*瑞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5995 关*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9585 贺*会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6822 胡*婷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6838 姜*莹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6878 骆*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3232 权*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2041 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3283 王*娅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6476 吴*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6995 杨*思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3392 张*琳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7   

10290*****03078 董*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3085 范*成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6390 李*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2073 尹*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3399 张*恺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3401 张*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3422 周*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6   

10290*****07439 陈*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5   

10290*****06805 段*伊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5   

10290*****09902 彭*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5   

10290*****06936 王*丽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5   

10290*****06463 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5   

10290*****03351 燕*奇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5   

10290*****06335 陈*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5980 邓*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3135 姬*楠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844 李*阳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856 李*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026 刘*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3216 孟*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435 申*茹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3241 宋*雨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3255 孙*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923 田*涛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474 吴*勇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3374 翟*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542 周*子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4   

10290*****06419 罗*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3   

10290*****06061 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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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0*****03290 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3   

10290*****06067 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3   

10290*****03039 鲍*宇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6000 侯*浩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3181 刘*川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8147 刘*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6885 穆*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村官 

10290*****09590 孙*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3272 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2072 姚*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6997 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6528 张*泽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2   

10290*****03081 杜*莹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1   

10290*****06809 伏*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1   

10290*****06359 高*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1   

10290*****06991 颜*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1   

10290*****06520 袁*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1   

10290*****01983 蔡*武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5971 陈*雯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1986 陈*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815 韩*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825 黄*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399 李*权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425 潘*进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2037 孙*翔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059 汪*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471 吴*玉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6094 薛*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2066 薛*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10019 张*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90   

10290*****03207 鲁*琦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9   

10290*****03305 王*珍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9   

10290*****06994 杨*然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9   

10290*****03391 张*婕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9   

10290*****03434 朱*然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9   

10290*****03440 朱*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9   

10290*****06876 陆*伟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8 村官 

10290*****03359 杨*时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8 村官 

10290*****02079 袁*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7 村官 

10290*****03074 丁*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6 村官 

10290*****07006 张*浩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6 
退役大学生士兵计

划 

10290*****03140 蒋*建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5 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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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0*****03090 伏*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4 村官 

10290*****06842 李*慧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0 村官 

10290*****10463 李*蓉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0 三支一扶 

10290*****03375 詹*程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80 三支一扶 

10290*****07489 徐*伟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78 村官 

10290*****02008 蒋*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77 村官 

10290*****07465 史*楠 女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75 村官 

10290*****03311 王*耀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74 村官 

10290*****03073 丁* 男 公共管理 管理类联考 162 
退役大学生士兵计

划 

六、复试内容与方法  

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复试内容包括管理类联考要考的政治，并且

计入复试总成绩，思想政治考核、外语综合能力考核、综合素质和能

力考核。满分为１00分。 

1．外语水平测试：满分为２０分，英语自我介绍。 

2．考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察：满分为８０分，包括对考生的

思想政治素质、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实践经验、专业兴趣

和素养的评价。复试按照随机方式抽取复试顺序和复试试题。 

七、复试时间及注意事项 

复试时间： 

2020年 5月 2３－2４日 上午 8:30、下午 14：00开始 

考生须在 5 月１７日前准备好参加远程复试所需设备及复试环

境。5月２０日进行考生培训测试。由各面试小组通知个人，复试考

生务必保持手机畅通。 

八、复试成绩及录取办法 

1．复试成绩为专家所给成绩的加权平均值。 

2．考生总成绩计算公式为： 

总成绩＝（初试成绩÷初试总分）×初试权重（70%）×100

＋（复试成绩÷复试总分）×复试权重（30%）×100 

3. 复试人数较多，分组复试，对考生的小组复试成绩给予修正，

具体修正方法为： 

考生复试成绩＝考生复试的原始成绩×(1－复试小组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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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考生复试平均成绩) ＋考生复试的原始成绩。 

4．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复试成绩不合格者、思想品德不合

格者、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复试结束后，考生复试成绩通过学院的“研究生培养”网页

予以公示。 

九、其他有关事宜 

1．参加复试的考生，应在复试前提交以下材料： 

（1）考生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从研究生院招生系统内下载，

本人手写签名）； 

（2）考生的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正反面）； 

（3）应届生的学生证原件（需完整注册，每一页均需提交）及本

专科阶段成绩单原件（加盖毕业院校教务处公章）；往届生的学历学

位证书原件和成绩单原件（档案管理部门加盖公章）； 

（4）提交思想政治考察表（从研究生院主页“表格下载”处下载）； 

（5）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需提交单位同意定向就业培养证明

（从研究生院主页“表格下载”处下载）； 

6）对于在读研究生，须提交培养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考

生还须在拟录取前提供注销原学籍证明。 

（7）报名时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须提供需提交，往

届毕业生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不能在线验证的

提交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持境外学历的提交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 

（８）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须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 

（９）考生本人宣读《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的视频（须不

遮五官及耳朵）； 

以 上 材 料 的 电子 档 需 在 5 月 19 日 之 前 发 送至 邮 箱

mpa@cumt.edu.cn，纸质材料需在 5月 30日顺丰邮寄至中国矿业大学

文昌校区ＭＰＡ教育中心。 

2．复试专家小组要严格执行复试工作规范，保证复试工作的公

平、公正、有效；各复试小组秘书要做好复试工作记录，保留备查。 

http://yjsb.cumt.edu.cn/UpFiles/file/%E6%8B%9B%E7%94%9F/20160314173526516.doc
mailto:以上材料的电子档需在5月19日之前发送至邮箱cumtggxy@126.com，纸质材料需在5月30
mailto:以上材料的电子档需在5月19日之前发送至邮箱cumtggxy@126.com，纸质材料需在5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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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试录取工作中若遇到本细则未规定事宜，由学院招生复试

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4. 请参阅校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b.cumt.edu.cn/），以

其信息发布为准。MPA教育中心联系电话 051683591435。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ＭＰＡ教育中心 

2020年 5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