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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院/园林与艺术学院 2022年普通招考博士

研究生工作细则

根据《江西农业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赣农大字〔2022〕17 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我校 2022 年普通

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核与录取工作的通知》（赣农大研发

〔2022〕2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主要负责人、

分管领导、党委纪检组长、各学科点负责人组成，负责学院博

士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指导与监管，加强学院博士生招生

命题、评卷、复试考核、录取及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管理。

2、成立各二级学科的复试考核工作小组，每个小组由 5

位成员组成，小组成员由相应学科点负责人、博士生导师、学

术骨干组成，负责各个二级学科点的博士生复试考核工作。小

组成员无直系亲属或利害关系人报考。

3、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参与招生命题、评卷、

复试及录取工作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等方

面培训，明确工作要求和程序、评判规则和标准，强化纪律与

责任意识，充分体现公平、公正。

二、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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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研究生院分配的招生

计划，结合本院各二级学科点实际情况对招生名额进行具体分

配。

2、2022年学院拟招收博士研究生 20名，其中硕博连读已

录取 2人，“申请-考核”制已录取 4人，普通招考拟录取 14人。

三、考试与评价

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选拔已按照学校安排和要求完

成。本次普通招考选拔方式具体招生过程包括：资格审查、申

请材料审查、初试和复试等环节。所有招生环节均采取网络远

程方式完成。

1、资格审查。考生将资格审查材料按时上传至远程面试系

统（只需提交扫描件），复试前，各学科点根据《江西农业大

学 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等相关文件规定对本学科考生

进行资格初审。

2、申请材料审查。考试前，各学科点对考生报考材料进行

审查、评价。考核专家应通过考生的硕士课程成绩、硕士学位

论文、考生参与科研、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获奖等情况及专

家推荐意见、考生自我评价等材料对其做出评价结论，该结论

应作为录取环节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3、初试考试。采取网络远程笔试方式（闭卷），学校统一

组织安排，初试时间为 5月 21日，目前学校已统一组织完成。

4、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学校划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包括单科成绩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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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具体分数线为：英语 50分，专业基础课（业务课一）60

分，总分（英语+业务课一）为 110分。

5、复试考核。采取网络远程方式进行，网络平台使用教育

部学信网远程面试系统（腾讯会议或钉钉备用）。每位考生复

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30分钟。

1）复试组织

（1）复试工作和疫情防控应同时兼顾。

（2）学院加强对各学科复试考核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培

训，强化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

（3）各学科点必须在正式复试时间之前完成模拟演练，

确保复试过程安全、顺畅、稳定。

2）复试内容

（1）专业课（业务课二）考核，满分值 100分。采取远程

随机抽取试题，线上即时对答的方式进行考核。每套试题内有

若干道题目（具体几道题目由各二级学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但需保证每套试题中题目数量相同）。复试时间为 15分钟。

（2）专业英语（含外语听说能力）考核，满分值 100分。

采取远程面试方式进行。由各学科复试考核小组具体组织实施。

考核方式包括考生先做英语自我介绍，再进行英语提问和交流，

最后用英语回答专业问题。复试时间为 5-8分钟。

（3）综合面试，满分值 100分。主要是根据专业培养要求

和考生具体情况，考察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采取各

种形式对考生的思想政治及综合素质能力、专业素质、思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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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科研创新潜力、学科背景及前期研究成果等进行考察，考

察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考核以提问和交流的方式

完成。复试时间为 7-10分钟。

综合面试成绩=专业素质（满分 25 分）+思维能力（满分

15分）+科研创新潜力（满分 25分）+学科背景及前期研究成

果（满分 15分）+思想政治及综合素质能力（满分 20分）。

（4）考生体检。拟录取考生须进行体检。本校在校内的拟录

取考生学校单独组织在校医院体检；其他拟录取考生因疫情影响学

校不统一安排体检，考生需到具有国家资质的专业体检中心或二级

甲等及以上医院进行体检。近一个月内出具的体检报告有效。体检

报告应真实客观，不得弄虚作假。《健康检查表》模板在研究生院

网站“下载栏”下载。拟录取考生《健康检查表》的电子扫描版应

于 6 月 20 日前发送上交至所在招生学院。

3）复试要求

（1）各学科复试考核小组应严格按照公布的复试实施细则

组织复试，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复试前，各学科复试考核

小组应召开讨论会，做好工作分工，研究对考生考核的要求及

评分细则，公平、公正、科学地对考生进行独立评分，并填写

《复试评分记录表》，表上数字不得有涂改，确需修改的，必

须在修改处签名。当考生对复试结果提出质疑时，各学科复试

考核小组应负责向考生进行解释，必要时须提供书面说明。

（2）复试过程中，各学科复试考核小组应对参加复试的考

生进行严格的身份核查与资格审查，以确保考生信息真实准确。

（3）复试过程中，要规范操作，做好复试试题保密、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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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等工作，记录要求完整、详实，经得起查询，并如实填写

《复试情况表》；同一学科的复试方式、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

标准应统一，每位考生复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30分钟；实行全程

录音录像。

（4）各学科复试考核小组成员在复试过程中需注重礼仪规

范，不得随意离线或接听电话；考生在复试过程中须严格遵守

网络复试行为规范及考场规则，不得发布、传播与复试内容相

关的视频及资料等。

（5）复试结束后，各学科点应及时下载考生复试视频及资

格审核等材料，并按要求上报有关复试记录材料等，包括《复

试情况表》、《复试评分记录表》、《录取成绩汇总表》纸质

材料，并及时拷贝复试过程中考生的视频资料、照片和复试考

核小组复试现场的录音录像，保存备查。上述所有复试材料需

及时交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由学院统一报送研究生院存档备案。

（6）复试过程采取全程匿名方式进行，考生在复试的任何

环节中均不能介绍自己的名字。

（7）每位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确保提交的材料真实和复试

过程诚信，并做好复试过程中信息保密。对有弄虚作假或舞弊

的考生，一经发现，随时取消复试或录取资格，并上报学院，

学院再上报研究生院。

（8）各学科点应提前与进入复试的考生联系，开展远程复

试情况摸排工作，做好考生的技术兜底保障，确保学生能顺利

进行远程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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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考生未按时进行网上复试资格审核，或在复试期间经

联系后仍未参加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4）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实行百分制，计算规则如下：

复试成绩＝专业课（业务课二）×50%+专业英语×10%+综

合面试成绩×40%（保留 2位小数）

5）复试时间

具体各学科方向的复试时间请见下表，请考生根据时间提

前安排好复试时间，做好复试准备工作。

序号 学科方向 复试时间

1 林木遗传育种方向 6月 12日上午 8:30-11:30
2 森林培育方向 6月 12日上午 8:30-11:30

3 森林经理学方向 6月 9日上午 8:30-11:00

4 森林保护学方向 6月 9日上午 8:30-11:00

5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方向 6月 9日上午 8:30-11:00

6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方向 6月 9日下午 2:00-5:30

7 森林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向 6月 9日下午 2:00-5:30

8 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规划设计方向 6月 12日上午 8:30-12:00

四、复试工作的组织

各学科复试考核小组需提前做好各个环节工作预案，精心

安排，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确保公正性、科学性；重点做好

远程复试设备配置、系统安装、平台测试、考生对接、使用培

训、技术保障、风险防范等工作。

1）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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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学科点需提前做好以下准备：

①各学科点安排好秘书、记录员、操作员、联络员。

②信息摸排及宣传解读。各学科点安排专人负责建立考生

QQ群和通讯录，上传学院实施细则、远程复试考生行为规范

等方面的文件通知，进行复试考生网络远程复试准备情况摸排、

政策咨询及答疑解惑等，主要包括：让考生及时、准确了解复

试工作实施细则的内容和远程复试相关要求，特别是复试时间、

方式、流程及注意事项等；加强对考生参加远程复试的指导，

向考生详细介绍有关软件平台使用方法、复试流程和相关要求

等。此项工作必须在 6月 9日之前完成。

③复试设备。各学科点安排人员，提前做好网络远程复试

所需设备（笔记本电脑、高清摄像头、麦克风等）的测试工作。

此项工作必须在 6月 9日之前完成。

④细化流程及应急预案。按远程面试系统操作手册开展相

关培训、测试工作。各学科点要有效组织、细化要求、完善流

程，督促相应的学科点提前对考生进行模拟演练，实现无缝对

接，同时做好复试时因网络问题造成影响的应急预案。此项工

作必须在正式复试之前完成。

（2）考生需做好以下准备：

①考生需要准备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配备外接摄

像头和麦克风）加上一个手机或两个手机，根据要求安装相应

软件，并提前登录指定网站测试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②双机位要求。第一机位采集考生音、视频源（考生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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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第二机位采集考生第一机位显示器的音、视频源（考生

侧后方）。

③良好的网络环境，请使用有线宽带或畅通的 4G网络，

使用手机需保证手机电量充足；熟悉学信网系统使用。

④环境简洁、无遮挡、无死角、无其他人员。

2、复试过程

（1）学院发布各学科点网络远程复试时间安排和流程；各

学科点需通知考生提前 2天在系统内提交资格审查材料，并完

成资格审查工作。

（2）复试之前确定学信网和备用腾讯会议或钉钉平台运转

正常。

（3）复试过程中，每个学科点应安排联络员负责提前与考

生沟通协调、随机抽取试题编号等，负责复试具体时间对接、

系统调试、技术保障及突发事件处理等，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

3、应急处置

（1）在面试过程中，若系统运行较慢，出现画面不清、卡

顿、网络暂时中断等情况，工作人员可根据考生的复试进度确

定是否暂停复试。

（2）因考生网络环境问题，发生网络中断且无法及时在线

联系时，由工作人员线下电话联系考生，并组织考生重新复试。

（3）因学校网络故障或停电等原因造成网络中断或系统崩

溃，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的，则由工作人员及时通知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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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的考生另选时间复试。

（4）各学科点及考生应做好充分准备，提前做好复试所需

设备、系统平台测试和调试工作，确保复试期间网络环境的稳

定性。

五、录取工作

1、录取成绩及要求

（1）录取总成绩由初试成绩（外语+业务课一）与复试成

绩加权获得，录取总成绩计算公式：

录取总成绩＝初试总成绩/2×50%+复试成绩×50%（保留 2

位小数）

录取时依据各二级学科点招生计划，在同一二级学科内按

照考生的录取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录取总成绩相同者，

按初试成绩高低排序。

普通招考博士考生进入拟录取阶段，如因其所报考导师的录取

名额已满，招生学院（学科点）可根据实际报考情况，有权统筹调

整更换拟录取考生导师，如考生不同意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2）复试考核中专业课（业务课二）、专业英语及综合面

试成绩有任一科目未达到 60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

取。

（3）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考核及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

2、录取前各学科点要组织专人对拟录取考生的所有报考材

料、复核考核材料逐一进行复核。各学科点应根据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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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生已获得的学术成果、复试录取总成绩，以及思想政治素

质和品德考核结果、体检结果等做出综合判断，提出拟录取名

单，经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公示无异议后上报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公示。

3、录取过程中，在同等条件下，各博士招生学科应优先

录取专业背景（所从事领域）与报考专业相同相近的考生；严

格控制定向在职博士生招生比例，确保博士生生源质量。

六、信息公开

学院按学校要求准确、规范、充分、及时地公开博士生招

生信息，并做好对所公开信息的审核把关和解释说明工作。信

息公开内容包括：招生简章、招生政策、复试办法、分数要求、

复试与录取考生信息及咨询与申诉渠道等。

七、其他事项

1、对任何阶段被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考试违纪、作弊

等情况或隐瞒重要信息或通过弄虚作假取得考试及录取资格的

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已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学校将取消录取

资格和学籍。新生入学后 3个月内，学校将根据教育部规定，

对录取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含体检）。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

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2、所有参加博士生招生工作的人员应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学校在整个招生工作过程

中实行监督制度、巡视制度、岗位负责制及责任追究制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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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及纪委部门将对整个博士生招生工

作实行全程监督检查。

3、学院保持申诉渠道畅通，对投诉和申诉的问题及时调查

和上报。学院招生咨询电话 0791-83813322，学院申诉邮箱

yuanlinyuanxsh@163.com。

4、以上内容如与学校和上级部门规定不相一致，以学校和

上级部门规定为准。本细则未尽事宜，按学校和上级部门有关

规定执行。

林学院/园林与艺术学院

2022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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