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2018 级非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

设计领域）调剂及复试信息变更公告  

 

因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

址： http://yz.chsi.cn）“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以下简称“调剂

系统”）计划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开通，现对我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设

计领域）调剂申请截止时间以及复试时间等安排事宜作相应调整。 

 

一、调剂申请 

（一）同济大学校内调剂 

1. 申请条件（必须全部满足） 

①第一志愿报考同济大学的以下专业（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和学

术学位）：建筑学（081300）、建筑学（085100）、城乡规划学（083300）、城

市规划（085300）、风景园林学（083400）、设计学（087200）、设计学（130500）、

艺术设计（135108）、工业设计工程（085237）； 

②必须符合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的复试分数线基本要

求，即政治 45 分，外国语 35分，业务课一 55分，业务课二 55分，总分 260

分； 

③考生必须是非应届本科毕业生，即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a)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并且须在现场确认时提交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 

b)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2. 调剂流程 

①第一志愿报考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或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的考生，请填写附件 1《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

域）校内调剂信息表》，并于 3 月 24 日 24 点前发送到 xinyuehu_2017@163.com。 

②其他校内跨院（系）调剂的考生，即第一志愿报考同济大学且专业代码符

合上述申请条件的考生，请填写附件 1《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非全日制艺术硕

士（艺术设计领域）校内调剂信息表》和附件 2《校内调剂申请表》，一并于 3



月 24 日 24 点前发送到 xinyuehu_2017@163.com。 

3. 特别提醒： 

① 没有在 3 月 24日 24 点前提交申请材料的考生视为主动放弃调剂。  

② 我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不接收应届本科生申请调剂。  

③ 所有以调剂方式录取的考生必须是定向就业，即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

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人事关系和人事档案不转入同济大学，在读期

间不参加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障，学校不安排住宿，不纳入奖助体系，毕业生不

纳入就业计划。  

④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

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

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

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

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⑤ 我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的学费总计为人民币 10 万元/人，学制为 3 年，

最长修学年限为 5年。 

 

（二）外校调剂 

1. 申请条件（必须全部满足） 

① 第一志愿报考除同济大学以外的其他高校； 

② 第一志愿报考以下专业（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

建筑学（081300）、建筑学（085100）、城乡规划学（083300）、城市规划（085300）、

风景园林学（083400）、设计学（087200）、设计学（130500）、艺术设计（135108）、

工业设计工程（085237）； 

③ 初试成绩达到 2018 年艺术硕士专业国家 A 类分数线和同济大学设计创

意学院艺术硕士分数线，即政治 45 分，英语 35 分， 业务一 55分， 业务二 55

分，且总分不低于 335分； 



④ 考生必须是非应届本科毕业生，即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a)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并且须在现场确认时提交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 

b)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2. 调剂流程 

请申请调剂的考生务必在 3 月 24 日 24 点前登陆调剂系统（公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 http://yz.chsi.cn），按要求正式填写

个人申请调剂信息，填报调剂志愿并完成网站要求的所有调剂流程。 

3. 特别提醒： 

① 没有在 3 月 24 日 24 点前请登陆调剂系统完成报名确认的考生视为

主动放弃调剂。  

② 我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不接收应届本科生调剂申请。  

③ 所有以调剂方式录取的考生必须是定向就业，即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

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人事关系和人事档案不转入同济大学，在读期

间不参加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障，学校不安排住宿，不纳入奖助体系，毕业生不

纳入就业计划。  

④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

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

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

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

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⑤ 我院非全日制艺术硕士的学费总计为人民币 10 万元/人，学制为 3 年，

最长修学年限为 5年。 

 

二、复试通知 

（一）校内调剂生 



我院将于 3月 26 日（周一）17 点前将复试名单提交到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

处。考生请于 3 月 27 日 14 点后自行登陆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平台-硕士考

试查询系统（网址：http://yjszs.tongji.edu.cn/）下载打印复试通知书，并

在 3月 29日 16:30前到学校研招处加盖公章，具体时间地点详见《同济大学 2018

年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试 复 试 录 取 办 法 》（ 网 址 ：

http://yz.tongji.edu.cn/attach/2018/03/12/16509.pdf）。 

（二）外校调剂生 

我院将于 3月 26 日（周一）17 点左右在调剂系统中陆续发送复试通知，请

考生务必随时关注，并在 3 月 27日（周二）14 点前在调剂系统中确认接收复试

通知，方能进入我院复试名单。逾期未确认接收复试通知的，我院有权撤回复试

通知。 

接收复试通知的外校调剂生在 3月 28日 10点后自行登陆同济大学研究生招

生管理平台-硕士考试查询系统（网址：http://yjszs.tongji.edu.cn/）下载打

印复试通知书，并在 3 月 29 日 16:30 前到学校研招处加盖公章，具体时间地点

详见《同济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办法》（网址：

http://yz.tongji.edu.cn/attach/2018/03/12/16509.pdf） 

 

三、复试所需材料 

1. 复试通知书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包括第一志愿报考我院且初试成绩达到复试要求的考

生）自行登陆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平台-硕士考试查询系统（网址：

http://yjszs.tongji.edu.cn/）下载打印复试通知书，并在 3 月 29 日 16:30

前到学校研招处加盖公章。 

2. 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3. 参加全国统考初试时的准考证  

4.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 

5. 大学期间的成绩单（须盖校级公章） 

6. 无违纪违规或无犯罪证明 

7. 个人中英文简历 



8. 个人作品集 

9. 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若有，原件或复印件均

可） 

注：上述 1-8项为必备材料 

 

四、复试时间、地点和流程 

1. 时间：2018 年 3月 30日（周五）7：30开始签到 

2. 地点：杨浦区彰武路 100 号实训楼 4楼（同济大学中芬中心） 

 

 

 

 

 

 

 

 

 

 

 

3. 考核项目： 

考核项目 时间 备注 

综合面试 

（含英语听力和口语） 
8点-12 点 

如 12点面试尚未结束，下午将从 14:30

点开始继续面试 

专业英语（笔试） 13点-14 点  

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地点参加复试，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五、 复试相关纪律 

1. 面试顺序：按考生编号顺序面试。 

3. 复试纪律：遵守复试纪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复试期间手机关机并放

http://sfc.tongji.edu.cn/wp-content/uploads/2012/08/map.jpg


入书包或指定位置，复试中途不得发生接打电话、中途外出等行为。不得携带参

考资料进入考场。迟到 30分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 30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场。 

3. 面试纪律：等待面试的考生须在指定地点等候，不得擅自进入面试场地。

面试时不得携带手机、书包进入面试场地，面试结束后即离开，不得再次进入面

试场地及等候区。 

5. 所有复试相关考题，均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管理。任何导师没有权力事

先承诺考生，如因此出现争议属导师个人行为。 

 

六、复试结果公布 

1. 复试结束 2 个工作日内，学院将在官网（http://tjdi.tongji.edu.cn/）

和布告栏公布不录取考生名单。 

2. 拟录取考生名单将在全校复试工作结束后，在同济大学研招网进行统一

公示，请关注网站信息和“同济研招”官方微信推送。 

 

七、咨询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021-65987366，

咨询邮箱：xinyuehu_2017@163.com。 

 

八、申诉和投诉办法 

如对我院复试录取结果或过程有异议，可先通过上述咨询电话或邮箱进行申

诉。如对申诉结果不认可，可向我院纪委投诉，投诉邮箱：cdi2009@tongji.edu.cn。 

经上述流程后，如对学院的处理依然不满意，可向学校监察处投诉并附上学

院对申述与投诉的有关答复材料，投诉邮箱为：jcc@tongji.edu.cn。 

 

九、注意事项 

1．体检：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到我校医院参加体检。四平路校区体检地点：赤峰

路50号同济大学校医院二楼体检中心（时间：3月27日至30日，上午8:00-11:00、

下午 13:30-16:00，周末除外）。体检咨询电话：021-65983225。 

mailto:jcc@tongji.edu.cn


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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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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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2．以下情况不予录取： 

1）政审不合格者； 

2）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 

3）体检不合格者； 

4）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不合格者。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2018-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