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医科大学 2020 年统考博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调剂工作办法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经过第一轮复试，目前还有部分空

缺名额面向校内博士考生开放调剂。 

一、缺额信息 

所有空缺名额信息见《首都医科大学 2020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统

一考试”招生调剂专业目录》。 

二、调剂原则 

（一）考生符合以下基本条件要求： 

1．获得我校统考博士研究生第一轮考核的笔试资格，且笔试成绩不低

于 60分，如获得面试资格，则同时要求面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 

2．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详见《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攻读博士学

位研究生“统一考试”招生简章》）； 

3．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招生计划，要求考生填报志愿与原报考志愿

为相同二级学科，其中内科学、外科学专业学位博士调剂考生可以选择本二

级学科（如内科学）范围内的所有三级学科（如内科学（传染病））专业学

位调剂名额。如原报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考生申请在临床医学专业间不

同二级学科间调剂需将报考志愿的学位类型调整为学术型（科学学位、科博）； 

4．符合导师接收调剂的其他要求； 

5．已参加第一轮考核未被录取的考生，在本轮申报调剂志愿时，不可

再填报原志愿（报考专业和导师）。 

6．有以下情况者，不能参加本轮调剂： 

（1）获得我校第一轮考核的笔试资格，但未参加笔试的考生； 

（2）在我校第一轮考核中已经被录取的考生； 

（3）在我校第一轮考核中，笔试成绩和（或）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的考

生； 

（4）经确认已被外校录取的考生。 

（二）符合条件的考生填报调剂志愿后，申请信息经研招办审核合格后，

方取得申请专业（导师）的笔试资格。获得本轮笔试资格的考生，由申请专

业（导师）所在学院组织考核工作。请考生将资格审核材料及相关学院要求

的补充材料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前发送相关学院联系邮箱（见附表 1）。 



1.资格审核材料：请考生将以下材料形成清晰有效的扫描材料，并按顺

序合成 1个 PDF 文档。 

1）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正反面） 

2）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 

3）专家推荐书：2份 

2.补充材料 

1）硕士学位课程成绩单（须有研究生培养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盖章） 

2）英语成绩证明 

3）学院要求的其它材料（见附表 2） 

对于未按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考生，视为放弃调剂资格。对于提交材料

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学校将取消其考核资格、拟录取资

格、学籍。情节严重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三、申请与调剂程序 

1．考生登录“首都医科大学招生平台”查询各专业缺额信息，按要求

填报调剂志愿，每个考生只能填报一个志愿； 

网址：http://zsxt.ccmu.edu.cn/；   用户名：报名号 

进入系统后在“我的考试”—“我的调剂”中选择志愿。 

注意：考生在志愿填报规定的时间内可以修改志愿，时间截止后不得再

修改。 

2．填报调剂志愿完成后，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查询调剂复试资格； 

3．获得资格的考生须保持手机畅通，等待学院（所、系）的复试通知，

并按照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四、考核内容和方式 

考核方式分为笔试和面试两种方式，考核内容包括外语、专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具体按申请学院（所、系）要求。 

五、时间安排 

1．填报志愿：2020年 6 月 29 日 10:00--7 月 3 日 15:00。 

2．查询复试资格：2020年 7 月 4 日 15:00。 

六、咨询电话 

研招办：010-83911740，010-83911050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5:00）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4 日 

http://zsxt.ccmu.edu.cn/


附表 1 .                   各学院联系方式 

学院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基础医学院 窦老师 
742067727 

（QQ群） 
ccmu_jcyjs@163.com 

公共卫生学院 富老师 010-83911502 gwyjsfs2020@126.com 

药学院 杨老师 15001115371 yangchun890@163.com 

宣武医院 李老师 15699959124 syyjsxslt2014@163.com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董老师,陈老师 
010-63138022 

010-63138480 
yjsfsyyyy2020@163.com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张老师,高老师 
010-85231609 

010-85231562 
chaoyangjiaoyuchu@163.com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陈老师 010-58267164 tryjsjy@163.com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于老师,杜老师 
010-59978224 

010-59975878 
ttyjszs@vip.163.com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王老师,霍老师 010-64456452 azyy33@126.com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李老师 010-87569719 lixin0978@163.com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禹老师,李老师 
010-59616652 

010-59616654 
jyc6652@163.com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张老师 010-52277380 jiaoban5408@sina.com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王老师 010-63926858 jyc6868@163.com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王老师 010-84322904 wangy_a@126.com 

三博脑科医院 张老师 010-62856913 570745015@qq.com 

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 罗老师 010-83916528 luolingcmu@163.com 

大数据研究院 李老师 13683286857 13683286857@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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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学院要求的其它材料汇总 

学院 提交材料及要求 

基础医学院 

1．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已取得的成果（含专

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等） 

2．自荐信（格式不限，可包括简历、为何报考相关学院及专业、

未来学习研究计划等） 

公共卫生学院 

1.个人简历：格式不限。应包含个人基本信息、 学习经历、工作

经历、各类获奖情况；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摘要等、科研实践经历、

博士期间的学习规划等，所有内容请合并至一个 PDF 文件（仅限

上传 1个 PDF 文件）。  

2.科研成果要求：2017 年 10 月至今本人以第一作者或并列一作、

通讯作者发表的中文核心期刊或 SCI 收录论文的首页和摘要页复

印件 （要求在作者栏圈出考生本人姓名，页面左上角工整标注收

录期刊名称，右上角标注该期刊 2019 年影响因子），在境外 SCI 

期刊发表的论文可以打印网页版，其他要求同上。所有符合条件的

论文，按影响因子从高到低排序，将复印件扫描合成为一个 PDF 文

档（仅限上传 1 个 PDF 文件）。  

3.发表论文汇总表：制作一个 Excel 表格，包含第 2 份材料中所

有论文的题目、期刊、年卷期页、影响因子、文章一作的所有作者

（共同一作排序须与发表时一致）、文章通讯作者。 

药学院 
1.自荐信（PDF）； 

2.硕士期间申请专利或者发表文章全文（PDF） 

宣武医院 

1.硕士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往届生）； 

2.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3.获奖奖状。 要求考生将以上材料形成清晰有效的扫描材 料，并

按顺序合成 1 个 PDF 文档，并将 PDF 命名为“复试专业+姓名”。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博士研究生规划； 

2.自荐信（一页 A4 纸）； 

3.已发表 SCI文章首页（应包含摘要）（如多篇文章，请合并为一

个 PDF 文件）； 

4.硕士毕业论文摘要； 

5.其他证明材料（如：奖学金证书、班干部获奖证书、专利证明等）

（如多项，请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 

上述材料均为 PDF格式，命名方式：姓名+专业+导师+材料名称。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学生期间发表的文章（PDF）；  

2.个人简历（限 1 页）。 

发送邮件的文件命名：“博士调剂：姓名+专业+导师”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个人简历，格式不限。  

2.应届生提供硕士期间获奖证明及科研成果（公开发表文章、SCI 

文章、参加学术会议论文题目；取得专利及其他研究成果、获奖等

题目）。  

3.往届生提供硕士期间以及毕业后获奖证明及科研成果（公开刊物

发表文章、SCI 文章、参加学术会议论文题目；取得专利及其他研



究成果、获奖等题目）。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无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2020 年博士复试信息（模板见压缩包，保存 2个版本：PPT和

PDF 各 1）；  

2.发表文章（已发表或正式接收）的 PDF文件； 

3.主要获奖的证书（或证明材料）整理为一个 PDF 文件。 所有材

料打包发送至邮箱，命名格式为：博士-报考导师姓名-考生姓名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无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攻读博士期间拟开展的研究计划 1 份  

2.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扫描件（如有）  

3.科研产出复印件/扫描件（已发表文章、所获课题、专利等）  

4.个人简介  

5.国家奖学金证书复印件/扫描件（如有）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 一份简历（限一页 A4纸，word 或 PDF 均可）； 

2. 2017 年 10月至今本人以第一作者或并列一作发表的中文核心

期刊或 SCI 收录论文的首页和摘要页复印件（要求在作者栏圈出

考生本人姓名，页面左上角工整标注收录期刊名称，右上角标注该

期刊 2019年影响因子），在境外 SCI 期刊发表的论文可以打印网

页版，其他要求同上。所有符合条件的论文，按影响因子从高到低

排序，将复印件扫描合成为一个 PDF文档； 

3. 发表论文汇总表：制作一个 Excel 表格，包含第 2份材料中所

有论文的题目、期刊、影响因子和备注（共同一作需备注排序）。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以及核心期刊论文 （PDF）。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应届生提供硕士学位论文简介，2000 字以

内）；  

2.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含专利、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专著等）

复印件（附件汇总见压缩包）；  

3.获奖证书或其他可以证明考生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证明材料；  

4.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书；  

5.个人陈述：每位考生须提交一份 2000字以内最能全面反映个人

特质的个人陈述，请简明扼要，不要重复或者罗列无关内容（附件

汇总压缩包）。至少应包括：（1）学习和科研经历、经验、科研

特长、突出能力等；（2）硕士论文工作创新点描述；（3）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的学习科研计划，包括希望解决的科学问题和研究设

想；（4）出国交流访问学习经历（若有请务必填写，并标注交流

访问学习的起止时间、目的和内容） 

邮件请以“考生姓名+复试专业+报考导师+手机号码为主题” 

三博脑科医院 1.个人简历（word 或 PDF 均可） 

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 无 

大数据研究院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