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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第二批复试工作安排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2015】20 号和【2015】40 号文件要求及第一批复试结果，现将山西

大学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试第二批复试阶段工作安排如下：

一、第二批复试时间

第二批次复试时间定为 2016 年 1 月 22、23 日两天。

二、第二批复试类别及复试分数线

1.参加本次复试的学位类别有法律硕士（J.M）、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

（MPA）、体育硕士（MPE）、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

硕士等。另外，教育硕士、工程硕士第一批未参加复试的达线考生也可以申请参加此次复试，

申请时间截止 2016 年 1 月 21 日（联系电话 0351-7018027）。

2.第二批复试最低分数线

法律硕士 复试分数线为: 全国联考科目考试总成绩 194 分，英语 30 分；

工商管理硕士（MBA）复试分数线为: 全国联考科目考试总成绩 149 分，英语 30 分；

公共管理硕士（MPA）复试分数线为：全国联考科目考试总成绩 118 分，英语 30 分；

体育硕士 复试分数线为：入学资格考试 35 分且具有“运动健将”称号（证书）；

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 复试分数线为：

教育硕士教育管理领域(职业教育管理方向) GCT 总成绩 176 分；

教育硕士学前教育领域 GCT 总成绩 180 分。

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复试名单及其他类别第二批复试名附后。

三、资格审查

1.时 间：2016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00—12:00

地 点：山西大学研究生院一层

领取循环单：参加第二批复试的考生应首先在研究生院资格审查入口处（一层东门）领

取本人复试循环单一份，请预先在本网站公布的第二批复试名单中查询本人复试编号，以方

便领取循环单。在复试的每个阶段均要求在复试循环单上加盖相关部门印章，复试结束后考

生应将此循环单交至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然后由单位集中交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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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复试资格审查需要携带如下材料：《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

表》（须签署单位意见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毕业证、学位证、本人二

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上述材料复印件、准考证。按照国家录取政策，非国民教育序列学历（主

要涉及党校、军校）考生不予录取，请符合录取条件的军校、党校学历考生务必提供学历认

证报告书或在线学历认证报告（学信网提供），否则视为非国民教育序列学历，我校无法录

取。

考生应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之前登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网报系统

（http://www.chinadegrees.cn/zzlk/index.html）下载本人《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

业学位资格审查表》，本人签名后将该表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省级主管

部门），核准表中内容、填写推荐意见及盖章，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人事部门公章。如考生

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

山西大学将严格进行资格审查，不录取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必要时，

山西大学将委托有关认证部门对考生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认证。考生须承诺学历、学位证

书和考试身份真实有效，一经我校或认证部门查证为不属实，即取消录取及学习资格。

3.取得复试资格的特岗教师须通过报名系统打印《2015 年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资格审查表》（以下简称《资格审查表》，签字确认后交任教学校，核准表中内容、

填写推荐意见，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参加复试时将《资格审查表》、相关学历学位证

书原件和近 3年年度考核表、本科期间学习成绩单复印件提交山西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审核。

四、复试

1.政治理论考试

参加类别：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体育硕士、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

时 间：1月 22 日下午 14:00—16:00

地 点：各相关培养单位（详细考试地址届时参见研究生院有关通告）

考试内容：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主要关注当前国内、外时事政治事件以及热点问题，考查考生对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以及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注重考查考

生的时政分析能力和对当代政治的辨析能力。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合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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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有关文献、

十八大报告、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时政文献等。

2.专业测试及综合面试

时 间：1月 23 日全天

其中 23 日上午，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职业学校教师将进行专业基础课笔试，

综合面试时间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安排，具体安排详见各单位第二批复试方案。

地 点：各培养单位

内 容：

（1） 法律硕士（J.M）

综合面试——复试内容包括法律基本理论知识、与本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标有关的法学

专业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实际工作能力和心

理品质。

（2） 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Ed.M）

专业考试——以笔试形式进行，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合格。专

业课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如下：

专业领域 培养单位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教育管理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第三版，主编陈孝

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雷雳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2006 年版），

李生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学教育 教育学
《教育学》2009 年版，王道俊、

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学科教学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第六版），同济大

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综合面试——侧重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测试考生对

本专业前沿知识、研究动态的了解情况；对所学专业的认识水平及考生的心理素质和思维反

映能力。

五个领域各拟录取 8人，每个领域按综合成绩排序录取，共录取 40人。综合成绩计算

方法：政治理论成绩占 10%；专业课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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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商管理硕士（MBA）

综合面试——测试考生对工商企业管理方面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专业技能的掌握及其

应用。

（4） 公共管理硕士（MPA）

综合面试——测试考生的公共管理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

（5） 体育硕士（MPE）

专业知识面试——采用口试形式，全方位考查考生对该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学

科前沿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理论来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能力

和创新能力。考查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该部分满分为 100 分，及格为 60 分（占复试成绩的

30%）。

专业技能测试——在田径、体操、球类等运动项目中任选一项，技术评定分数占 70%，

运动成绩占 30%。该部分满分为 100 分，及格为 60 分（占复试成绩的 30%）。

健将等级及国内外大赛成绩认定——

i.优先考虑国际健将；

ii.国家健将将按照参加国内外大赛比赛成绩进行排名。（注：国际健将证书计 40 分，

国家健将证书计 20 分；世界级比赛前三名成绩证书一项计 5分，依次累计；国内比赛前三名

成绩证书一项计 3分，依次累计；满分 40 分。）（直接计入复试成绩，即占复试权重的 40%）

初试成绩按 50%，复试成绩（不含政治理论成绩）按 50%加权计入考生总分。根据考分高

低，差额择优录取。

请各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于复试当天准备健将证书（原件、复印件）和各种大赛成绩证书

（原件、复印件）。

（6） 职业学校教师

专业考试——以笔试形式进行，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合格。专

业课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如下：

招生领域 培养单位 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教育硕士

教育管理领域

(职业教育管理方向)

继续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学综合知识
参考书目：《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当代探

索》，薛勇民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职

业教育学》，刘春生、徐长发主编，教育科

学出版社

教育硕士

学前教育领域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学

参考书目：《学前教育学》（2006年版），李

生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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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面试——侧重各招生领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考查，具体内容咨询各培养

单位。

各培养单位咨询电话：

专业领域 培养单位 咨询电话

法律硕士 法学院 7010799 13753482901 畅老师

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7019951 13403454031 张老师

7019878 13994230175 范老师

公共管理硕士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7018882 13994272547 张老师

体育硕士 体育学院
13015400875 王老师

13835157265 石老师

教

育

硕

士

其他各领域 教育科学学院 7018698 13753141113 崔老师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7010555 杜老师

职

业

学

校

教

师

教育管理领域

(职业教育管理方向)
继续教育学院

7019612 15235123211 王老师

7013849 13111092262 桑老师

学前教育领域 教育科学学院 7018698 13753141113 崔老师

计算机技术领域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7010566 张老师

五、调剂

各类别专业学位调剂工作，限在山西省内院校之间进行，不进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院校之间的调剂录取；各专业学位类别间、领域间均不能进行调剂。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

硕士专业学位，不进行跨校、跨领域调剂录取。

报考其他院校的工程硕士考生如申请调剂到山西大学，请持 2015 年 GCT 成绩单于 1 月

20 日前向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可参加我校复试（咨询电话：

0351-7018027，郝老师）。我校其他类别专业学位和职业学校教师均不接受校外考生的调剂申

请。

六、学费预缴纳与交回复试循环单

1.学费预缴纳：通过资格审查和复试的考生请于 1月 25—26 日工作时间到山西大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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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预缴纳学费，过期不候。学费分学年缴纳，学费标准（晋价备研[2015]001 号）如下：

专业类别 领域名称 学费标准

法律硕士 10000 元/年

工商管理硕士 16000 元/年

公共管理硕士 10000 元/年

教育硕士
7000 元/年

其中特岗教师 6000 元/年

体育硕士 8000 元/年

职业学校教师

教育管理领域

（职业教育管理方向）
7000 元/年

学前教育领域 7000 元/年

计算机技术领域 9000 元/年

工程硕士

项目管理领域 10000 元/年

物流工程领域 10000 元/年

其他各领域 9000 元/年

考生现场缴费一律使用银联卡刷卡缴费，不接受现金（为方便快捷，建议使用工商银行

银联卡并按规定存足款额）。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在指定时间内现场缴费的，请于 1月 22 日之

前向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经过批准后可延期 3天补缴。规定期限内未缴

纳学费的考生将视为自动放弃，取消其录取资格，由其他考生递补。

通过资格审查及复试后，考生可视情况在 1月 25—26 日工作时间内自行选择现场缴费时

间，建议大家尽量分开时段缴费，选择人少的时候排队，从而提高缴费效率。

2.交回复试循环单：考生结束复试确定录取后，请现场缴纳学费后将复试循环单交回各

研究生培养单位，各培养单位请于 1月 26 日下班前务必将复试循环单集中交回到研究生院专

业学位办公室（302 室）。

七、录取

1.我校根据考生第一阶段初试成绩及第二阶段复试成绩综合考量后进行最终录取，并在

复试结束一周内在网上（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http://yjszsw.sxu.edu.cn/）公示拟录取

结果。

2.我校通过“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录取系统”将拟录取人员名单上报国务院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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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审批，审批结果预计于 2016 年 3 月中下旬在“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公布，届时考生可

持有效证件到研究生院领取入学通知书，并在规定时间到各培养单位注册报到。如因考生个

人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国务院学位办不予批准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山西大学研究生院

2016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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