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科学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复试方案 

按照学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通知的要求，地理科学学院

为做好本年度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复试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特

制订本方案。 

一、调剂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国家 A 区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我院按照

1:1.5 的差额比例确定复试资格名单。 

二、复试时间与形式 

（一）复试时间： 

2022 年 4 月 13 日：自然地理学、景观生态规划与管理； 

2022 年 4 月 14 日：学科教学（地理）02 方向。 

（二）复试形式： 

我院采用网络远程复试，详情可查阅我校 2022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平台

操作手册（https://yz.scnu.edu.cn/a/20220317/502.html）。 

（三）复试安排： 

复试时间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复试组别 

4 月 13 日 

上午 8:30 起 

（070501）自然地理学 

（0705Z1）景观生态规划与管理 

4 月 14 日 

下午 14:30 起 
（045110）学科教学（地理）02 方向 

三、复试内容 

（一）资格审查 

由我院对复试考生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者不予复

试。 

1. 考生需验证的材料 

（1）身份证 

https://yz.scnu.edu.cn/a/20220317/502.html


（2）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查学生证，含网络教育应届生、自考本科

应届生），持境外学历的考生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报告。 

（3）政审表（下载 http://yz.scnu.edu.cn/ziliaoxiazai/） 

应届生和暂缓就业/择业期考生由所在学院（毕业学院）签署意见并盖章。

非应届生由所在工作单位或基层党组织开具，如无工作单位的，由档案存放单位

开具。 

（4）大学历年成绩表 

（5）学历认证报告（https://www.chsi.com.cn/xlrz/）或者教育部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表（http://www.chsi.com.cn/xlcx/bgys.jsp）（往届生） 

（6）《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https://my.chsi.com.cn/archive/index.jsp ）（应届生） 

（7）与单位签订的《定向就业协议》 

（http://yz.scnu.edu.cn/ziliaoxiazai/） 

（8）《诚信复试承诺书》 

（http://yz.scnu.edu.cn/ziliaoxiazai/） 

其中，各类考生需提交的材料（电子版）包括： 

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1）（2）（3）（4）（6）（8）； 

网络教育或成人教育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1）（2）（3）（4）（6）（8），

以及录取当年的录取名册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往届毕业生（含暂缓就业考生/择业期考生）：（1）（2）（3）（4）（5）

（8）； 

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包括应届生和往届生）：还需要提交（7）。 

※上述所有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各类考生将上述材料扫描成 PDF 格式文件（千

万不要拍照成图片格式提交），每个文件以“序号+姓名+名称”命名，如： 

（1）张三：身份证 

（2）张三：学历证书（或学生证） 

（3）张三：政审表 

（4）张三：大学历年成绩表 

（6）张三：学籍验证报告 

http://yz.scnu.edu.cn/ziliaoxiazai/
https://www.chsi.com.cn/xlrz/
http://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s://my.chsi.com.cn/archive/index.jsp
http://yz.scnu.edu.cn/ziliaoxiazai/
http://yz.scnu.edu.cn/ziliaoxiazai/


（8）张三：诚信复试承诺书 

※所有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并转成压缩包，以“报考专业+姓名+复试审核

材料”命名（如：自然地理学 张三 复试审核材料），压缩包不大于 20M，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 17:00 前发送到邮箱 20185037@m.scnu.edu.cn，以供学院审核，

入学后需提交纸质版原件到学院复核。 

请各位考生同时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 17:00 前发送一份个人简历（不超过两

页，简历内容及顺序：在校各科成绩、科研经历、发表论文情况、获奖情况、

英语水平）到邮箱 20185037@m.scnu.edu.cn。 

入围公费定向培养粤东西北教师专项计划复试的考生，专项计划的相关规定

按省教育厅等《关于公费定向培养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实施办法》（粤教

师〔2020〕2 号）执行（见附件 1），公费定向培养计划简介及名额分布参见附

件 2。除了以上材料，还需要提交： 

（1）《广东省公费定向培养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协议书》（附件 3），

打印该表后在首页填写乙方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如已满 18 周岁，监护人栏目可

不填。在最后一页的乙方处签名（手印待入学后再补），填完后将该表扫描成

PDF 文档，以“姓名+公费项目协议书”命名，如“张三：公费项目协议书”。 

（2）《地理科学学院公费定向培养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项目意向报名

表》（附件 4），单面打印该表后填写各项内容，在报名表页及第 2 页个人声明

的签名处签名，填完后将该表扫描成 PDF 文档，以“姓名+公费项目报名表”命

名，如“张三：公费项目报名表”。 

两份材料的 PDF 文档电子版，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 17:00 前连同其他材料

发送到邮箱 20185037@m.scnu.edu.cn。 

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者必须提交保留入学资格申请书，经专业指导组及我院签

署意见同意后报招生考试处备案。拟录取后再补提交的申请无效。 

2. 加分项目 

按照教育部文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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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

后的考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并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普通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

役，在完成本科学业后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 15 分。 

加分项目不累计，同时满足两项以上加分条件的考生按最高项加分。 

按照华南师范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符合复试加分政策项

目的考生应在所报考专业公布复试名单前与我院联系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复印

件，由我院汇总提交给招生考试处审核。 

（二）复试（每生不少于 20 分钟） 

复试包括复试科目考核、综合素质考核两个部分，均通过网络远程复试进行。 

1. 复试科目考核（满分 100 分） 

按照 2022 年招生简章公布的复试科目组织考核。 

2. 综合素质考核（满分 100 分） 

（1）外语考核（20 分） 

重点考察考生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2）专业素质考核（60 分） 

重点考察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研究动态的掌握和了解情况，以及科研

创新成果等。 

（3）品德与实践能力考核（20 分） 

重点考察考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和社会实践经历等，尤其要切实加强诚

信评判，强化对考生诚信的要求，凡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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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严肃处理。 

（三）体格检查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

2 号）规定执行。 

学校公示拟录取名单期间，拟录取的考生需向我院邮寄医院（二级甲等以上）

的体检报告原件（近 3 个月内有效）。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录取考生入学时须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体检，不符合录取要求者取消录取资

格。 

四、录取 

1. 所有具备复试资格的考生均须经过复试且合格方能录取。 

2. 复试成绩=（复试科目考核成绩+综合素质考核成绩）/2，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3. 复试合格的考生，按照总成绩=初试总成绩/5×50%+复试成绩×50%来计

算。第一志愿考生与调剂生分开排序，依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并结合体检情

况确定拟录取名单，择优录取。 

4. 拟录取名单需在网站公示十个工作日。 

（公示网站：http://yz.scnu.edu.cn/） 

五、其他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招生单

位请假。无故逾期 2 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9

月 1 日前）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入学三个月内，我院会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

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在复查中表现差异大的，要进行严格审核和调查。复查不

合格的取消入学资格，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确认冒名顶替或考试

舞弊的，要予以严肃处理，并进行责任追究。 

六、联系方式 

1. 咨询电话 

地理科学学院：020-85214766 

网址：http://geography.scnu.edu.cn/ 

学校招生考试处：020—85213863 

网址：http://yz.scnu.edu.cn/ 

http://yz.scnu.edu.cn/
http://yz.scnu.edu.cn/


2. 招生监督办公室电子邮箱：zsb03@scnu.edu.cn   

 

 

 

 

 

地理科学学院 

2022 年 4 月 12 日 

 

 

附：2022 年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调剂复试名单 

 

2022 年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调剂复试名单 

一、各专业招生人数及推免生人数 

序号 学习方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拟招生

人数 

已招收推免

生数 

复试差额

比例 

1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地

理）02 方向 
10 0 1：1.5 

2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7 0 1：1.5 

3 全日制 0705Z1 
景观生态规

划与管理 
2 0 1：1.5 

 

二、复试名单 

（调剂考生） 

根据《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我校调剂办法，经考

生申请，我院相关专业导师组审查，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

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按照 1：1.5 的差额比例，确定

调剂考生复试名单如下： 

mailto:hs801@scnu.edu.cn


自然地理学专业调剂复试名单 

序

号 
学习方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初试

成绩 
备注 

1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5742000016185 倪茹萍 341  

2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5742000016196 汤芷颖 340  

3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5742000016189 毕振伟 336  

4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5742000016171 张瀚文 336  

5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3192360720277 赖日慧 334  

6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5742000016181 邓雅云 329  

7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5742000016191 叶锦雄 326  

8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44302181000041 邓洁欣 325  

9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3192360720281 钟静 323  

10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3862105518116 肖瑞鑫 322  

11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02942210111520 霍佳 318  

12 全日制 070501 自然地理学 144302058000127 张立翔 316  

景观生态规划与管理专业调剂复试名单 

序

号 
学习方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初试

成绩 
备注 

1 全日制 0705Z1 
景观生态规划与

管理 
144302194000193 杨涵 363  

2 全日制 0705Z1 
景观生态规划与

管理 
103192411223554 张浩程 332  

3 全日制 0705Z1 
景观生态规划与

管理 
105582770101225 陈材 291  

学科教学（地理）02 方向调剂复试名单 

序

号 
学习方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初试

成绩 
备注 

1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04752045110261 田磊 407 

公费定向

（放弃） 



2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04752045110308 张婷婷 401 

公费定向 

（放弃） 

3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10782123409303 赖燕 374 

公费定向 

（放弃） 

4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10782123416231 谢永毅 372 公费定向 

5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02002211521722 刘思琪 361 公费定向 

6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06812000015535 雷永康 361 公费定向 

7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02692161040834 朱质彬 359 公费定向 

8 全日制 045110 
学科教学 

（地理）02 方向 
104182045110061 张维亮 358 公费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