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及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现公布我院 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方案。

一、 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昆；副组长：李顺长、王慷慨；组员：周建华、蔡继峰、邹义洲、李昌琪、罗自强、范立青、卢建红、熊炜、刘文明、

汪世平、肖献忠、蔡维君，秘书：易伟阳。

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小组：李顺长、刘谭明、罗婷、杨镇、各招生系所支部书记。

二、 各复试小组名单及复试时间地点

复试小

组

上线

人数
招生导师 复试专业 笔试科目名称及参考资料 笔试时间地点

复试时间

（除笔试外）

复试地点

（除笔试外）

第 1组 4

胡永斌，胡忠良，李景和，

王俊普，吴晓英，肖德胜，

殷刚，周建华（8 人）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03 病理）
《病理学》人卫第 9 版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 月 27 号

14:30

湘雅医院门诊

三楼病理科会

议室

第 2组 5

蔡继峰，丁艳君，郭亚东，

王勇，闫杰，扎拉嘎白乙拉

（6 人）

法医学
笔试科目《法医学》；参考资料：《“十二五”普

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法医学(第 6版)》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 月 27 日

10:00

湘雅新校区福

庆楼 490

第 3 组 1
黎明，王芙艳，王洁，

邹义洲（4 人）
免疫学 医学免疫学，《医学免疫学》（曹雪涛主编）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 月 27 日

17:10

湘雅新校区孝

骞楼 529



第 4组 11

陈旦，范春玲，黄菊芳，

李昌琪，李芳，李志远，熊

鲲，严小新(8 人）

神经生物学；人体

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1 人体解剖学）

神经生物学-寿天德《神经生物学》第 3 版 高等教

育出版社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月28日14：

00

湘雅新校区人

解楼 502

第 5 组 6

冯丹丹，管茶香，暨明，

刘持，罗自强，瞿湘萍，

向阳，周勇（8 人）

生理学

笔试科目：生理学

参考资料：《生理学》（第八版或第九版）人民卫

生出版社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 月 26 日

18：30

湘雅

新校区孝骞楼

545

第 6 组 33

程腊梅，范立青，龚斐，

胡亮，林戈，孙懿，谭跃球，

肖红梅，周菂，朱文兵

（10 人）

发育生物学；遗传

学（02 生殖）；生

殖医学

发育生物学笔试科目:发育生物学，参考资料：《发

育生物学》，张红卫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遗传学笔试科目：遗传学，参考资料：《遗传学与

您的临床实践》(美)L.M.法恩曼 等著,卢光琇,李

麓芸译

生殖医学笔试科目：生殖医学 参考资料：《人类

生殖与生殖工程》，卢惠霖,卢光琇著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 月 27 日

14:30

湘雅老校区中

心实验楼 308

室

第 7组 6
陈利玉，卢建红，谭宇蓉，

王莉莉（4 人）
微生物学 人卫出版社<医学微生物学>第 9版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5

3 月 27 日

10:00

湘雅老校区第

二教学楼东头

4 楼 413#

第 8 组 45

曾朝阳，李官成，李小玲，

李征，罗湘建，马健，

彭淑平，任彩萍，石颖，

陶永光，伍旭，武明花，

向波，向娟娟，熊炜，

杨力芳，周鸣、周文、

周艳宏（19 人）

细胞生物学；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
（01 肿瘤发病机制

）；遗传学（01 肿

瘤）

笔试内容：肿瘤学基础 参考资料：李

桂源主编《现代肿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

3 月 26 日

8:30-11:30

湘雅新校区 T306

3 月 27 日

8:30-12:00

湘雅老校区肿

瘤研究所

第 9组 1
黄智，郭灿，刘文明，彭宽，

肖嘉莹（5 人）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

术
待定

3 月 26 日

8:30-11:30
待定 待定



说明：本院 2019年共招收全日制硕士生 103人（含专项计划），上线人数少于导师人数的复试专业将接受院内院外调剂生，原则上不接收校外调剂

生，跨专业调剂的考生均需通过国家系统进行申请，具体需求请密切关注中南大学研究生院网和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院网关于调剂的通知。

三、招生复试工作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

四、复试总体安排

1、资格审查

（1）参加资格审查对象：所有达到我院 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线且按规定在网上缴纳了复试费的考生均可参加我院复试前资格审查

（推免生可不参加复试）。（根据湖南省文件《关于加强我省研究生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8】99号的规定，研究生考生复试费为 120元/生
（推免生免交）。考生须于 3月 18日至 3月 19日通过“中南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考生入口 http://yjszsgl.csu.edu.cn/ksxt/login.aspx 网上支付复

试费(只支持微信支付）。不按时在网上支付复试费的，不予复试和录取。）

（2）资格审查时间和地点：2019年 3月 25日 8：30-11:00，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新校区后栋（孝骞楼）352教室。

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和录取。

（3）考生资格审查时须携带本人以下材料：

湘雅新校区 T305

第10组 0
蒋立平，吴翔、张祖萍

（3 人）
病原生物学

《医学寄生虫学》、寄生虫学相关教材和教学参考

书
待定 待定 待定

第11组 0
蒋碧梅，刘瑛，谭斯品，

王慷慨，张华莉（5人）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02 病生）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第12组 0 黄河、肖玲、张彬（3 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

胎学（02 组织胚胎

学）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第13组 0 邓红文、张天祥（2人） 免疫学、遗传性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①初试准考证复印件；

②本人有效二代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③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生带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公章）。

⑤中南大学 2019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见附件 1，办好的可先交）

⑥部分考生学籍学历校验未获通过，请提前准备好学历或学籍认证报告原件和复印件。

2、心理健康测试

3、时间：2019年 3月 25日 8：30-17:30。地点：湘雅新校区教学楼了 L101（具体操作方法见资审室墙贴）

4、笔试安排：

时间：2019年 3月 26日 8：30-11:30；地点：湘雅新校区 T305，T306（座位见资审室墙贴）

4、考生复试前准备

①双面打印《复试情况表》（填写好相关内容）（见附件 2）
②打印《调档函》并填写好考生《复试考生资格审查名册》中的考生所在单位。（见附件 3）
以上材料复试时提交给各专业复试小组。

5、复试内容、形式、规则

复试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思想政治表现考核、专业课笔试、外语能力测试、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含心理健康测试）。

（1）思想政治表现考核：

考核等级按“合格”和“不合格”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考核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考核内容：

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认识和立场；

②是否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③家庭主要成员、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及对本人的影响；

④其他需要向组织汇报的问题。



考核方式及程序

①结合考生填报思想政治表现，通过交流，了解考生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观点等。

②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小组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学术道德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形成考核意见。

拟录取考生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者，考核等级评定为不合格：

①存在下列行为：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以往的学习活动及研究生录取复试过程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以往

的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

中徇私舞弊；行贿招生工作人员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

②行政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③伪造证件，诬告其他考生，以及恐吓、贿赂各级各类录取工作小组成员。

④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2）专业课笔试：专业课笔试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 150分。90分合格，成绩计入复试成绩总分，笔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3）外语能力测试：外语测试采取听说交流的形式（面试）。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5分钟，满分 50分、30分合格。复试小组每个成员

独立给考生评分，取算术平均值为最终成绩。复试小组安排秘书现场实时记录记录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和复试小组成员的评分，并计算平均分。外语能

力测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4）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采用面试形式，满分 100分，60分合格。每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5分钟。复试小组每个成

员独立给考生评分，取算术平均值为最终成绩。复试小组安排秘书当场如实记录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和复试小组成员评分，并计算平均分。综合素质及

能力测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5）总成绩计算：总成绩=初试总分+复试总分

复试总分=专业课笔试成绩+外语能力测试成绩+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成绩。

（6）录取规则：

①已经参加过专业综合选拔的考生优先录取；

②拟录取名单根据分专业计划，按照总成绩名次依次录取；

③双向选择确定导师

五、考生申诉方式

1、考生对复试结果有异议，可先行以书面形式将投诉内容交基础医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孝骞楼 351），我院招生领导小组将进行调查、并将



处理结果回复考生。考生如对处理不服，可向学校研究生院招生办提出申诉。

2、投诉联系人：易伟阳；联系电话： 0731-82650403；
3、复试考生请加入基础医学院招生宣传 QQ群：113645896（入群后请群名片备注 2019年考生）

六、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看中南大学研究生院网通知：网址：http://gra.csu.edu.cn/yjsy/pygl/wjtzxq90713_1_2.html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9年 3月 19日

附件

附件 1：中南大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考生打印）

附件:2：复试情况表（考生双面打印）

附件 3：调档函（考生打印）

附件 4：定向就业协议书（定向就业的考生打印）

附件 5：关于拟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办理政审材料的通知（考生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