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2019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 

以“公开招考”方式招收在职在编优秀骨干人才、 

学术型学位应届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招生办关于招生复试的相关要求，结合 2019 年“马克思主义理

论骨干人才计划”公开招考考试的实际情况，就马克思主义学院（以

下简称“马学院”）博士研究生的相关复试录取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1、外国语成绩：英语不低于 42分，小语种（俄语、日语、德语、

法语）不低于 60 分；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基础课）不低于 60分； 

3、专业课不低于 60 分。 

二、复试人员名单 

符合“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的考生均获得参加复试资格，

复试名单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官网“招生信息”→“2019 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招生信息”。 

三、复试各项工作时间及地点安排 

1、资格审查：2019年 5 月 7日 9:00—16:00，地点：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行政楼一层 139 室； 



2、外国语分组面试：2019 年 5月 8 日 9:00—17:00，地点：研究

生教学楼； 

3、专业分组面试：2019年 5 月 9 日 9:00—17:00，地点：研究生

教学楼； 

4、体检：2019年 5月 10日上午。 

四、复试办法 

（一）资格审查 

进入复试的考生须按照规定时间到马学院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

格审查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资格审查须提交的材料如下： 

1、本人准考证原件； 

2、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3、思想政治情况审查表（见附件 1，由考生所在单位出具考生现

实表现证明材料，须加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公章。政

治审查注意事项：①政审表中“本人档案所在单位名称”应与考生报

名库中所填写的单位名称一致；②政审表中所盖的公章应与表中“本

人档案所在单位名称”一致）； 

4、硕士学位论文（附评议书）(应届生无需提交)； 

5、公开发表（出版）的代表作一至两篇（部）； 

6、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7、学习（工作）中的获奖证书； 

以上 1-4项材料为必交材料，5-7 项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提交；审

核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所交材料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得参

加复试。  



（二）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考核主要包括对考生外国语及专业学术水平的考查、思想政

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及体格检查等。 

1、外国语及专业学术水平考查 

均采取面试方式进行。外国语面试主要考查考生的外语听说能力

和实际运用能力；专业面试由专业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要求，考查

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

握情况，参考考生提交的材料，测评其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

综合素质。专业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2、思想政治道德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

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思想政治道德考核不做量化考评，

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体检 

5 月 10 日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人员组织考生在指定医院进行体

检。 

（三）成绩的评定及计算 

1、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250 分，其中专业面试满分为 200 分，外国

语面试满分为 50 分。复试总成绩合格线为 150 分，专业面试成绩合格

线为 120分，未达合格线者不予录取； 

2、入学考试总成绩为初试成绩（满分 300 分）和复试成绩（满分

250 分）之和； 

3、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名：同类型同类别同专业的考生按照入学考



试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名。 

五、拟录取名单的确定 

各项成绩合格、思想政治道德审查合格和体检合格的考生，根据

201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学位研究生分类型分类

别分专业招生计划表”，按照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名情况，确定各类型各

类别各专业的拟录取名单。 

六、监督和复议以及监督电话和考生接待电话 

1、复试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与监督下

进行，考生如对复试结果有异议，须于复试结束后一周内向马克思主

义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申诉；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招收攻读 2019 年“马克思

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用监督电话：

010-81360207； 

3、考生接待电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电话：010-8136079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电话：010-81360224 

七、其他 

1、考生应对所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在报名

申请和考核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行为的考生，不论何时，一经查

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其报考、录取、入学资格和学籍，还将视不同

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考核前请考生认真阅读考场规

则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官网查看）。 



2、拟录取考生的研究方向与导师，由复试小组综合考虑考生所填

报志愿，结合考生在复试中的表现以及专业学术背景等因素确定。 

3、不得跨专业调剂录取。 

 

附件: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报考“马克思主义理 

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学位研究生考生思想政治情况审查表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交通及住宿、用餐提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年 4 月 8 日 

 

 

 

 

 

 

 

 

 

 

 

 



附件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报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学位研究生考生 

思想政治情况审查表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出生

年月 
 

考生编号  
报考系 

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报考专业

名称 
 

报考研究方

向名称 
 

本人档案

所在单位

名称 

 

思想政治情况评定： 

 

 

 

 

 

 

 

 

 

 

 

 

 

须加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公章： 

（不含高校下设的二级学院或机关党委）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交通及住宿、用餐提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

区（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 11 号），南门邻多宝路，东门邻地

铁房山线，在广阳城站和良乡大学城北站之间。东门为正门，机动车

请走南门。 

一、公共交通路线说明 

（一）北京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方案一：从北京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下，换乘地铁 6 号

线至白石桥南站下，换乘地铁 9 号线至郭公庄站下，换乘地铁房山线

至广阳城站下，向南步行 800 米（约十分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 

方案二：从北京站乘坐 9 路公交车至北京西站，从北京西站前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二）北京西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方案一：从北京西站乘坐地铁 9 号线至郭公庄站下，换乘地铁房

山线至广阳城站下，向南步行十分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 

方案二：从北京西站南广场乘坐 616路公交车（北京西站南广场-

北潞园站方向），至良乡医院站换乘房 12 路公交车，至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下车。 

（三）北京南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从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4 号线至角门西站下，换乘地铁 10号线至六

里桥站下，换乘地铁 9 号线至郭公庄站下，换乘地铁房山线至广阳城

站下，向南步行十分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考核期间，考生可乘坐我院摆渡车，从地铁广阳城站 B 站口到我

院 南 门 区 间 往 返 。（ 地 铁 广 阳 城 站 站 口 发 车 时 间 ：



6:40/7:00/7:20/7:40/8:00/8:20/8:40/9:10 ； 学 校 发 车 时 间 ： 

12:00/12:30/13:00/16:30/17:00/ 18:00/18:30/19:00/19:30） 

二、自驾路线说明 

（一）自六里桥从京石高速/岳各庄桥出口离开，进入京港澳高速

/京石高速/G4； 

（二）沿京港澳高速/京石高速/G4 行驶 19.5 公里（经杜家坎收费

站），在 19B出口驶离京港澳高速； 

（三）靠左前方行驶，进入 S315，行驶 1.8 公里； 

（四）靠右前方行驶，进入京良路辅路，行驶 370 米； 

（五）右转，进入东环路，行驶 3.1公里； 

（六）右转，进入文昌西路，行驶 370 米，道路右侧即到达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南门。 

三、住宿 

请外地考生及本市居住地较远的考生提前联系好安全、舒适的住

宿地点。 

考生可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周边的宾馆，如北

方温泉会议中心（四星级，距离 2 公里）、德宝温泉会议中心（三星级，

距离 3 公里）、格林豪泰酒店、青年假日酒店（二星级，距离 4 公里）、

昊天假日酒店（四星级，距离 5 公里）或位于地铁 9 号线、房山线附

近的宾馆居住。 

四、用餐 

考试期间，考生可凭饭票在研究生院食堂用餐。考生可到财务处

(行政楼三层 335 室)购买考试期间所需饭票，凭饭票到食堂窗口领取

盒饭（购买饭票时间:5月 7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2:00-4:00；请考

生购足考试期间所需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