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学院 2016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章程 

暨选拔复试办法 

一、申请条件：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二、申请材料： 

1、《同济大学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 

2、 本科阶段成绩单 1份，务必注明本专业总人数，本人成绩排名第几，须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 

3、 外语能力水平证明（如：国家英语四级或六级证书、雅思、托福、GMAT、GRE 等）； 

4、 本科阶段获奖证书、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效果等材料； 

三、初审选拔原则： 

根据申请材料评分。其中，本科成绩满分 40 分，外语能力满分 40 分，获奖和出版材料满分 20 分。三项分

数相加，初审总分 100 分。最终按材料评价分从高至低确定复试名单。 

四、 拟录取人数： 

2016 年推免生拟录取人数信息如下（拟录取人数仅供参考，会根据实际报考和复试情况进行调整）：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2016 年 拟录取推免生人数约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5 名 

085201 机械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10 名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4 名 

120202 企业管理 

080204 车辆工程 20 名 

085234 车辆工程 

 

五、 申请流程： 

1. 查询专业招生目录 

网址：http://yz.tongji.edu.cn/news_detail.aspx?newsId=327，仔细阅读《同济大学 2016 年接收推荐免试

研究生（含直接攻博）章程》，并按所告知的内容查找专业目录。 

2.网上申请 

有意者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填报申请信息，并将所需申请材料（见第二条）扫描件压缩打包作为附

件上传。为便于审核，预计在母校有推免资格的学生，可提早将申请材料压缩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

cdhk_mf@163.com（具体内容详见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相关通知，网址：

http://yz.tongji.edu.cn/news_detail.aspx?newsId=327） 

注意：1.我院（系）在“推免服务系统”内接收申请的截止时间是：10 月 15 日 17 时，逾期不予受理！ 

2.无论是否提早通过邮件发送申请材料，凡有意申请我院（系）者必须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完

成网上申请。 

3.为确保申请者及时接收后续通知，申请者在“推免服务系统”内填写的联系方式务必完整、准



确。 

3.材料初审 

我院根据考生提供的申请材料对申请人进行初审，并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向初审通过的考生发送复试

通知。各专业预计发送复试通知的时间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预计发送复试通知书时间 备注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第一次 9 月 28 号 

（根据第一次复试拟录取情况

决定是否组织第二次复试,请

关注学校或学院网站通知） 

 

085201 机械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9 月 30 号 

（根据第一次复试拟录取情况

决定是否组织第二次复试,请

关注学校或学院网站通知）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9 月 28 号 

（根据第一次复试拟录取情况

决定是否组织第二次复试,请

关注学校或学院网站通知） 

 

120202 企业管理 

080204 车辆工程 9 月 28 号 

（根据第一次复试拟录取情况决定是否组织第

二次复试,请关注学校或学院网站通知） 

(详见汽车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复试相关信息 

复试咨询电话 69589841，甄老师） 

085234 车辆工程 

 

注意：考生务必随时关注“推免服务系统”，并在我院（系）复试通知发出后的 24 小时内确认接受。如

逾期未接受，我院（系）有权撤回复试通知并取消考生的复试资格。 

 

4.复试安排（第一次复试面向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中完成预报名或通过邮件报名的考生） 

（1）、所有参加复试的学生，凭以下材料复试报到：  

身份证和有效学生证； 

网络上递交申请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2）、各专业复试时间和地点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复试时间 地点 备注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9 月 30 号 

9:00 开始 

上海市赤峰路 50 号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大楼 303，

304，305 室。 

 

085201 机械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10 月 9 号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9:00 开始 地铁 10 号、8号线；公交 123、

55 路等多条线路可达。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9 月 30 号 

9:00 开始 120202 企业管理 

080204 车辆工程 详见汽车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复试相关信息 

（考场设在嘉定校区） 

复试咨询电话 69589841，甄老师 

085234 车辆工程 

 

（3）、复试形式、内容及评分标准 

复试形式:    面试 

内容 满分 

外语 
专业外语 50 

口语、听力 50 

专业课 100 

 

专业 

综合 

本科成绩及科研业绩 30 

专业基础能力 30 

培养潜力 30 

分析和语言能力 30 

综合素质 30 

合计 350 

 

（4）、拟录取原则： 

按复试总分从高至低排序拟录取，但是总分不得低于 210 分。 

5.体检： 

复试时，考生需在同济大学校医院完成体格检查。校医院联系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校

医院体检中心二楼服务台，邮政编码：200092，联系电话：021-65983225，联系人：张英 

6.现场拟录取确认 

1）、车辆专业除外，其他专业复试结束后，当日我院将拟录取名单报研招处审核，审核通过的考生当日

（18:00 截止）在中德学院指定的办公室完成拟录取确认。如逾期未接受，我院有权撤回拟录取通知并

取消考生的拟录取资格。 

2）、车辆专业复试结束后两天内，我院将拟录取名单报研招处审核后，于 9 月 29 日之前在“推免服务

系统”内发送第一批拟录取通知。请考生务必随时关注“推免服务系统”，并在拟录取通知发出后

的 24 小时内确认接受。如逾期未接受，我院有权撤回拟录取通知并取消考生的拟录取资格。 

 

注：我院将根据第一批拟录取通知确认接受情况及拟录取名额总数，决定第二批复试名单相关事宜，考

生可关注同济研招网和学院网站后续通知。 

 



       7. 政审、调档、寄（送）录取通知书 

拟录取考生在 2016 年 6 月完成政审和调档，届时请查询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上的相关通知。正式录取

通知书将在政审调档完成后于 6 月下旬寄给本人。 

8.咨询与申诉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021-65980947,65981063,69584639，咨询邮箱：

cdhk_mf@163.com 

如对我院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通过上述途径进行申诉。如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可向学校监察处投诉，

投诉电话：021-65980710，邮箱：jw@tongji.edu.cn. 

 

 

中德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吴志红 

成员：沈斌 章桐 王磊 黄官伟 OTTO 杜斐 葛夏萍 

 

接收推免生选拔考核小组成员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考核小组成员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组长：沈斌 

组员：张为民 樊留群 李鹏忠  

林松 房殿军 王家海 

085201 机械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组长：王磊 

组员：葛万成 朱元 许维胜  

周庆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组长：黄官伟 

组员：韩政 HADENBACH 

王煦逸 张思东 郑彩祥 

120202 企业管理 

080204 车辆工程 详见汽车学院车辆工程专业考核

小组名单 

复试咨询电话 69589841，田老师 

085234 车辆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