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调剂方案 

 总则 

  第一条 调剂是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生

源质量和完成招生计划的重要环节。为规范我校硕士研究生调剂工

作，依据教育部和内蒙古招生考试中心的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调剂工作坚持公平公正、透明公开、择优选拔的原则，

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调剂信息和调剂实施细则。 

  第三条 调剂范围是我校有可调剂名额的专业，名额已满的专业

不接收调剂。各专业招生计划、第一志愿上线考生数等信息见附表《2

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考生统计表》。 

  第四条 各学科、专业学位点调剂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1.2，调

剂生源充足的可以适当扩大，但原则上不高于 1:2。 

  组织与管理 

  第五条 调剂工作在学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工作组领导下进

行，负责审定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调剂方案及各学院调剂细则，组织协

调调剂工作，审核各学院上报的调剂结果并确定最终调剂名单。学校

招生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工作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 

  第六条 学院调剂工作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进

行，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学院调剂工作的实

施细则，指导学院进行调剂工作，审批上报的推荐调剂名单。学院可

根据各自具体情况成立院级调剂工作小组或者按学位点成立调剂工

作小组，负责调剂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 学院制定的调剂实施细则需经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

核通过，并报学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工作组办公室备案，审核通

过的调剂实施细则要在调剂系统开放前在学院网站公布。 



  第八条 学院推荐的调剂名单必须经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

研究确定，报学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工作组审核后，由研究生招

生办公室发放复试通知。 

  调剂政策规定 

  第九条 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我校相关专业报考条件（见我校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第十条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2018 年二区的《全国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和我校各专业调入条件。 

  第十一条 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

科目原则上应相同。原则上不跨学科门类调剂。 

  第十二条 不同专业之间互调、照顾专业调出调入，执行国家的

相关政策。 

  第十三条 同一专业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之间可以

互调，需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 

  第十四条 少数民族考生调剂须符合国家的调剂政策，照顾政策

执行国家的相关规定；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

扶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等项目服务的考生，执行国家当年的加分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调剂。 

  第十五条 报考普通计划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可申请调剂到

“大学生士兵计划”录取，但须符合我校确定的接受“大学生士兵计

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和我校调剂要求。 

  第十六条 调剂工作坚持择优选拔的原则，调剂考生遴选重点考

虑如下因素：考生的专业背景、考生初试总成绩和单科成绩、考生科

研成果和专业技能资格等因素。上述因素的权重由学位点根据相关招

生专业的培养要求和生源情况确定。 



  调剂时间安排与程序 

  第十七条 调剂工作于 3月 23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开通当日

进行，各专业调剂截止时间以及是否多批次调剂视调剂进度确定，达

到专业调剂额度后关网。 

  第十八条 第一批调剂为 3 月 23 日 00:00-3月 25 日 12:00，各

学院根据调剂生源情况确定各日的调剂比例，于每日统一确定调剂考

生推荐名单。 

  第十九条 学院推荐的调剂名单须加盖学院公章后报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同时上报电子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对调剂考生进行政策

性审查后报学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生招生工作组审核。 

  第二十条 审核通过的调剂考生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通过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发出复试通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回复。 

  其他 

  第二十一条 对不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学院要及时做好解释工

作。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院和学校有关部门接受考生的投诉举报。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生招

生工作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考生统计表 

院系所代码与

名称 
专业代码与名称 

学习方

式 

拟接收调剂考生

数 
接收调剂考生的条件和遴选规则 

001机械学院 080200机械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9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机械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素

的择优选拔规则。 

001机械学院 085201机械工程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24 

001机械学院 085201机械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40 

001机械学院 
085203仪器仪表工

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0 

002理学院 070100数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8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理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素的

择优选拔规则。 

002理学院 071400统计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8 

002理学院 077401物理电子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2 

002理学院 080100力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2 

003信息工程学

院 

081000信息与通信

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9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信息工程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

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03信息工程学

院 

081203计算机应用

技术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8 

003信息工程学

院 

085208电子与通信

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4 

003信息工程学

院 
085211计算机技术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3 

003信息工程学

院 
085211计算机技术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28 

003信息工程学

院 
085212软件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6 

004化工学院 
081700化学工程与

技术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38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化工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素

的择优选拔规则。 
004化工学院 085216化学工程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24 

004化工学院 085216化学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65 

005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080700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6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

景等各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05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083002环境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2 



005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085206动力工程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24 

005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085206动力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41 

006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0500材料科学与

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31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

景等各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06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5204材料工程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29 

006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5204材料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54 

007管理学院 020204金融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6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经济管理学院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

等各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07管理学院 020205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2 

007管理学院 085240物流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1 

007管理学院 120200工商管理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31 

008土木工程学

院 
081400土木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1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土木工程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

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08土木工程学

院 

082300交通运输工

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4 

008土木工程学

院 

085213建筑与土木

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35 

008土木工程学

院 
125600工程管理 

非全日

制 
原则上 3 

009轻工与纺织

学院 
085220纺织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3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轻工与纺织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

各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10MBA教育中

心 
125100工商管理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119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MBA教育中心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

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11马克思主义

学院 

030501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5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马克思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

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11马克思主义

学院 

030505思想政治教

育 
全日制 0 

012外国语学院 
050200外国语言文

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0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外国语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



012外国语学院 055100翻译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18 

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012外国语学院 055100翻译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7 

013电力学院 
080802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7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电力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素

的择优选拔规则。 

013电力学院 
080804电力电子与

电力传动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6 

013电力学院 
081100控制科学与

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2 

013电力学院 085207电气工程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15 

013电力学院 085207电气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6 

013电力学院 085210控制工程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26 

014建筑学院 081300建筑学 全日制 0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建筑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素

的择优选拔规则。 

014建筑学院 083300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5 

014建筑学院 085100建筑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30 

014建筑学院 130500设计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4 

015人文学院 030400民族学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9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人文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因素

的择优选拔规则。 

015人文学院 035200社会工作 
非全日

制 
原则上不少于 20 

015人文学院 035200社会工作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16 

016国际商学院 120400公共管理 全日制 原则上不少于 4 

符合我校调剂办法规定的调剂要求，符合

经济管理学院在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各

因素的择优选拔规则。 

调剂系统首次开通时间：2018年 3 月 23 日零点   

预计截止时间：2018 年 3 月 25日 12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