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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 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复试工作方案

一、招生单位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雷晓康、孙录见

组员：翟绍果、李尧远、韩 杰、靳洪涛、张正军、郑子健、许 琳、崔 旭、

黄新荣、何君安、靳连冬

秘书：邢 莉、陈 露、荔 锐、关 昕

二、各二级学科复试分数线

各专业复试人数＝（本专业拟招生总人数）× 120%

二级学科名称 招生指标
复试

总分线

复试单科线

（满分=100）
复试单科线

（满分>100）

行政管理

48人

345 49 74

社会保障 345 49 74

教育经济与管理 345 49 74

应用心理学 11人 385 46 138

图书馆学

6人
345 49 74

档案学 345 4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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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专业参加复试人员名单

行政管理（46 人）

考生编号 姓 名 考生编号 姓 名

106970360111510 焦文辉 106970611603060 刘晶

106970414711570 张家豪 106970611603190 陈欣花

106970340211501 范昕 106970140811421 张悦

106970611603031 袁盼 106970141011431 傅欣

106970370611531 苏翊铭 106970410111541 杜雨润

106970440411591 陈博晗 106970621811671 张绍琦

106970370211522 杨海玲 106970611603132 南廷

106970620711662 朱娜娜 106970310611492 康诗宇

106970140511414 张旭辉 106970370111514 吴栩如

106970611603034 曹润玉 106970142411464 张帆帆

106970640111674 卢春桃 106970611603084 赵康丽

106970430211584 郑柳延 106970611603105 韩一琛

106970370311525 李紫瑶 106970611603045 刘郅雄

106970212011475 曲辛蒂 106970611603095 白钰

106970611603026 文妍 106970410511546 石雨婷

106970611603076 马婷婷 106970611603196 陈大为

106970322111496 常佳敏 106970611603117 蒋孜昀

106970140911427 张帆 106970611603057 李琳

106970611603077 孟吉 106970330111497 舒佳荣

106970360111508 郑琰 106970130311388 张锦超

106970330111498 刁心怡 106970512211609 虞黎君

106970371511539 边传童 106970130411389 温小雨

106970611603099 殷启洋 106970330111499 赵乐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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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10 人）

考生编号 姓 名 考生编号 姓 名

106970424311582 张佳忆 106970611603224 马骁

106970141111434 王若莹 106970410411544 虎经博

106970611603216 牛琳 106970370111516 樊荣

106970140411407 闫妍 106970620211647 李帆帆

106970141511448 魏志飞 106970140411409 信路芳

教育经济与管理（1 人）

考生编号 姓 名

106970611603203 唐梅

应用心理学（14 人）

考生编号 姓 名 考生编号 姓 名

106970611601840 王柯懿 106970611601850 刘雅婷

106970411608541 杨阳 106970510608561 范静

106970142408481 侯萍萍 106970152608482 马玲

106970321108492 张娅娅 106970611601813 卢瑛

106970330408495 李姣 106970512008566 余成

106970220708486 孙舶荃 106970611601829 陈琳

106970500808559 胡静 106970512908569 何珂欣

图书馆学（2 人）

考生编号 姓 名 考生编号 姓 名

106970611603228 罗依凡 106970501211699 鲍慧璐

档案学（4 人）

考生编号 姓 名 考生编号 姓 名

106970611603240 李名子 106970141511690 王敏敏

106970611603241 张若为 106970611603243 梁钰唯



4

四、复试流程

1、5 月 11 日之前，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提交下述资格审核材料：

（1）考生二代居民身份证、初试准考证、所在单位填写的政治审查表扫描件。

（2）往届生须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扫描件。

（3）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交《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扫描件。

（4）“退役大学生士兵”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专项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

汉语教师志愿者”、“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等其他专项计划 / 项目考生的证明材料。

（5）《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

（6）个人自述、大学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设计）摘要或进展报告、发表论文及获

奖证明等补充材料扫描件。

2、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请将以上材料以扫描电子版形式发送至 xingli516@126.com

3、资格材料造假的考生或者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4、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300分，其中专业综合能力 240 分，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60

分。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5、复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远程复试平台为 Zoom，请考生必须提前安装，并熟练操

作，下载网址：https://zoom.us/download

6、复试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专业课测试，形式为随机抽取题目并现场作答；综合素质

测试，形式为考官随机提问并现场作答；外语能力测试，形式为外语问答；思想品德考核。

每个考生面试时间为 20分钟。通过随机提问专业知识、外语问答，考查考生的专业水平和

外语水平。其中，思想品德考核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7、各专业网络复试时间：

各专业网络复试时间：2020年 5月 13日，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8、各专业网络复试考官集中地点：

社会保障考官请前往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学楼 13层社会保障教研室。应用心理学考

官请前往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学楼 13层人力资源教研室。图书馆学考官和档案学考官请前

往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学楼 13层公共信息资源教研室。教育经济与管理考官和行政管理考

官请前往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学楼 13层公共行政教研室，13层公共政策教研室，13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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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室。

9、复试过程，具体要求如下：

（1）请考生准备麦克风、耳机、和 2部带摄像头的设备，手机或电脑均可。1部摄像头从

正面拍摄，另 1部摄像头从考生侧后方拍摄。请考生务必提前准备设备，并调试好，确保

网络良好，能够满足复试要求。

（2）面试期间，关闭手机，禁止接打电话，禁止采用任何方式变声，禁止更换人像。

（3）独立的复试房间，灯光明亮，安静，不逆光。

（4）面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不允许更换视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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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全过程，考生必须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不准查阅资料，不准录屏录像录

音。

（7）考生必须把身份证、准考证，放在视频范围内，以备随时查验。

（8）复试全程，录音录像。请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务必自觉自律。对弄虚作假及考试违规、

作弊考生，无论何时核查确定，一律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

10、我院不接收其他学校或本校其他专业的学生调剂。

五、成绩计算

1、录取总成绩计算方法（满分 100分）：

=（初试成绩 / 500 * 0.7 + 复试成绩 / 300 * 0.3） * 100

2、复试结果报学校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由学校审核后公布。

六、联系方式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研究生秘书办公室：029-88308240 （工作日）

研究生秘书邢老师：13772007806 （周末和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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