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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办法

一、调剂基本要求

（一）2020 年我校接收调剂生的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考生初试成绩必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

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应为同一一级学科的

同一或相近专业（学术型之间调剂须专业代码前四位相同，

学术型调剂到专业学位须专业代码前两位相同）。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应相同或相近，其中统

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

5.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第一外语为其它语种的，参

照英语的标准执行；报考非全日制的考生，可不作此要求；

音体美等艺术类专业，外语具体要求由二级招生单位确定，

报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备案）。

6.拟调入设有统考数学考试科目专业的考生，其初试科

目须包含数学,并实行就高原则；统考科目含英语一或英语

二的考生原则上可由高向低调剂，不可由低向高调剂。

（二）二级招生单位报经学校研究生院同意，第（一）

条 3、6 款可适当从宽掌握。

（三）对可跨门类授予学位的专业，按照考生第一志愿

报考专业代码所属学科门类的调剂基本要求开展调剂工作，

录检时以专业代码为准进行分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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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情况的调剂

1.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指体育学及体育硕士，中医

学、中西医结合及中医硕士，工学照顾专业及工程硕士照顾

专业，下同)的考生若调剂出本类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

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

试成绩基本要求。

2.第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其

初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的非照顾专业学科门类(类

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体育学与体育硕士，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硕士，

工学照顾专业与工程硕士照顾领域等相对应的照顾专业之

间调剂按照顾专业内部调剂政策执行。

（五）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

工程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在

满足调入专业报考条件的基础上，可申请相互调剂，但不得

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得调入以上 7 个专业。

（六）不得调剂的情况

1.第一志愿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不

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得调入该专业。

2.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得调

剂。

3.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不得

调剂到该计划以外录取;未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的考生不得调剂入该计划录取。我校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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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计划不接收外校调剂生。

（七）专业学位生源不足，可从对应的学术型生源中调

剂（调剂对应学科门类见附件），调剂程序和要求与学术型

相同，但专业学位不能调剂到学术型录取。

（八）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

调剂到普通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

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

我校二级招生单位专业初试成绩要求和其他具体学术要求，

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不接收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取。

（九）如需开展调剂工作的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应在本

办法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制定具体调剂实施细则，及时、精

准发布计划余额信息及接受考生调剂申请的初试成绩及学

业要求，并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提前向社

会精准公布。

（十）考生调剂志愿开放调剂系统时间、调剂志愿锁定

时间由学校统一设定，开放调剂系统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

调剂志愿锁定时间最长不超过 36 小时。学校各二级招生单

位应尽快给出受理意见，尽可能缩短考生调剂等待时间。同

时要及时解答考生咨询，确保信息沟通畅通。要积极利用调

剂系统在线留言功能、咨询电话等渠道为考生调剂提供良好

服务。

（十一）在受理考生调剂申请时，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

要坚持公平，择优调入。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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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生，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应当严格按

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调入。不得简单以考生提交调剂志愿

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据。

二、调剂程序

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和调剂考生必须通过研招网“硕士

研究生调剂复试服务系统”进行相关工作。具体工作按以下

程序进行。

（一）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根据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报考本单位各专业的生源余缺情况，向学校研招办提

出 2020 年调剂申请（含调剂数量、具体调剂要求等）并提

交具体的调剂实施细则。

( 二 ) 学 校 研 招 办 审 核 同 意 后 ， 在 研 招 网

（http://yz.chsi.com.cn）上发布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相关调剂信息。

（三）考生自行登录研招网硕士研究生调剂服务系统填

报调剂志愿。

（四）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及时在研招网上审核调剂考

生申请材料,根据本办法及公布实施细则的具体要求，确定

同意参加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

（五）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安排调剂生复试,及时给出

复试结果,将拟录取调剂生名单报学校研招办。

（六）从其他学校调剂到我校复试的调剂考生，各二级

招生单位不需要其提供调剂表及报考信息表、寄送初试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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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校各二级招生单位要加强对调剂考生的服务工

作，积极利用调剂系统在线留言功能、咨询电话等渠道为考

生调剂提供良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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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西南大学学术型调入专业学位学科专业对应表

院所

代码
院所名称 专业学位

专业领

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学术型学科门类

303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硕士 025100 金融

经济学[02]314 数学与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硕士

025200 应用统计

334 人工智能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302 法学院 法律硕士（法学）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法学[03]

304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035200 社会工作

305 教育学部

教育硕士

045101 教育管理

教育学[04]

30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406 中国新诗研究所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308 文学院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314 数学与统计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31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316 化学化工学院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317 生命科学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310 外国语学院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318 地理科学学院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311 音乐学院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305 教育学部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305 教育学部 045115 小学教育

401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

究中心
045115 小学教育（全纳教育）

306 心理学部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305 教育学部 045118 学前教育

305 教育学部 045119 特殊教育

307 体育学院
体育硕士

045201 体育教学
体育学[0403]

307 体育学院 045202 运动训练

117 国际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学[04]

306 心理学部 应用心理硕士 045400 应用心理

309 新闻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 055200 新闻与传播 文学[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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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外国语学院 翻译硕士 055101 英语笔译 文学[05]

321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硕士

085400 电子信息

工学[08]

33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334 人工智能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322 工程技术学院 机械硕士 085500 机械

316 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与化工硕士

085600 材料与化工

319 材料与能源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320 资源环境学院 资源与环境硕士 085700 资源与环境

324 食品科学学院

生物与医药硕士

086000
生物与医药（食品工

程方向）

329 药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331 生物技术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325 园艺园林学院

农业硕士

095131 农艺与种业

农学[09]

326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095131 农艺与种业

602 荣昌校区 095131 农艺与种业

320 资源环境学院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327 植物保护学院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328 动物科技学院 095133 畜牧

602 荣昌校区 095133 畜牧

328 动物科技学院 095134 渔业发展

602 荣昌校区 095134 渔业发展

324 食品科学学院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322 工程技术学院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303 经济管理学院 095137 农业管理

326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095137 农业管理

303 经济管理学院 095138 农业发展

328 动物科技学院
兽医硕士

095200 兽医

602 荣昌校区 095200 兽医

325 园艺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 095300 风景园林

329 药学院 中药学硕士 105600 中药学 医学[10]

311 音乐学院
艺术硕士

135101 音乐 艺术学[13]

312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