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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理工自〔2019〕20 号

自动化学院关于推荐2020届优秀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推荐 2020 届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有关

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南京理工

大学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实施办法》（南

理工教［2014］413 号）、《关于开展推荐 2020 届优秀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南理工教［2019］291

号）等文件，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推免工作组织

（一）自动化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负责学院推免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统筹管理，维

护推免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组长：徐胜元

成员：郭 健、姚 德、吴益飞、邹 云、陈庆伟、

孔建寿、徐大波、李 强、刘英舜

秘书：党 芬、王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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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动化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监督小组

监督小组受理学院关于推免工作的各类申述和建议，保

证推免工作公平公正，申述渠道畅通。

组长：李 涛

成员：王海梅、邱柯萍

（三）自动化学院特殊学术专长专家审核小组

专家审核小组负责对申请特殊学术专长推免资格学生

的科研创新成果、论文（文章）、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

审核鉴定。

组长：徐胜元

成员：郭健、陈庆伟、孙金生、李磊

二、实施办法和工作步骤

（一）按照《南京理工大学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研究生的实施办法》（南理工教［2014］413 号）及《关

于开展推荐 2020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南理工教［2019］291 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二）坚持德智体美全面衡量，以德为先，把学生思想

品德考核作为推免生遴选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思

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录取。

（三）凡申报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学生，按前三年综合成

绩进行推荐。前三年课程平均成绩计算以第一次考试成绩为

准，所选课程为通识教育课、学科教育课、专业必修课、专

业选修课、集中实践课程（不含文化素质课、公共选修课）

等；英语成绩的计算，以国家四级(或六级)统考成绩为准，

按 8 学分计；获奖成绩依据学校认可的各类学科竞赛奖、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团）干部、论文、专利、著作等计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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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加分细则见附件 1）。综合成绩=平均成绩+获奖成绩。

（四）对有特殊学术专长（后面简称“特殊人才”)，

经三名以上本校本专业类教授公开联名推荐，可不受综合排

名限制，但学生有关说明材料和教授推荐信要进行公示。

（五）本次推荐以符合条件的学生自行申报为前提。凡

申报的学生，需填写《南京理工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

格申请表》（见附件 2），根据前三年综合成绩进行推荐，

名额按照校内分配计划等额确定，拟推荐名单在进行公示后

于 9 月 16 日前报学校教务处。对有异议的学生，学院将查

明情况，反馈处理结果。

（六）研究生支教团计划由学校团委负责组织实施，相

关实施办法及工作程序经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

核通过后予以实施，学院依条件和要求进行推荐。

（七）学校将审定后的推免生名单上报“全国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简称“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

m）。

（八）推免生于 10 月 25 日前按要求在“推免服务系统”

完成报考、录取阶段等相关的工作。

（九）本次推免指标根据学校下达总指标及学院各专业

情况确定，推免指标分配如下（含特殊人才）：自动化专业

25 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22 人，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专业 4 人，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6 人。

三、推免工作要求

（一）推免工作不仅关系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也直接

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各单位应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完善工

作机制，注重综合评价，突出能力考查，明确推荐条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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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推免程序，推进信息公开，确保推免工作公平、公正，规

范、有序。

（二）加强对推免生特殊学术专长的审核。学院成立特

殊学术专长专家审核小组，对申请特殊学术专长推免资格学

生的科研创新成果、论文（文章）、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

行审核鉴定，排除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并

组织相关学生在学院一定范围进行公开答辩，专家审核小组

及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答辩全

程要录音录像，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

辩的学生不得推荐。学院特殊学术专长专家审核小组应严把

质量要求，切实对审核工作负责。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

小组对学院推荐的特殊学术专长免试研究生组织终审。

（三）推免名额的使用应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凡定向、

委培的本科生（含国防生），必须提交定向或委培单位的证

明原件方可申请推免。

（四）推免生均享有依据招生政策自主选择报考招生单

位和专业的权利。

（五）根据教育部要求，推免工作于 9 月 25 日前结束。

特此通知。

附件 1：获奖成绩计算方法

附件 2：南京理工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申请表

二○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主题词：推荐 免试研究生 实施办法
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2019 年 9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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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获奖成绩计算方法（所有获奖以校发文件为准）

1.国际学科竞赛一等奖 0.5 分，二等奖 0.48 分，三等

奖 0.46 分；

2.国家级学科竞赛（含挑战杯）一等奖 0.44 分，二等

奖 0.42 分，三等奖 0.4 分；

3.省部级学科竞赛一等奖 0.35 分，二等奖 0.3 分，三

等奖 0.25 分；

4.校级学科竞赛（含创新杯）一等奖 0.2 分，二等奖 0.15

分，三等奖 0.1 分；

（以上如有特等奖，最高分不变，依此类推）

5.国家级三好学生 0.3 分，省级三好学生 0.2 分，校级

三好学生标兵 0.1 分，校级三好学生 0.05 分；

6.国家级优秀学生（团）干部 0.3 分，省级优秀学生（团）

干部 0.2 分，校级优秀学生（团）干部 0.05 分；

7.发表论文（含录用）：国际期刊第一作者 0.5 分，国

内核心期刊第一作者0.4分，国内一般期刊第一作者 0.3分，

国际会议第一作者 0.4 分，全国性会议第一作者 0.3 分，其

他作者依署名次序减少 0.1 分。

8.出版著作：第一作者 0.5 分，其他作者依署名次序减

少 0.1 分。

9.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发明专利授权第一完成人0.5分，

实用新型专利或者软件著作权授权第一完成人 0.4 分，外观

设计专利授权第一完成人 0.3 分；发明专利申请受理第一完

成人 0.3 分，实用新型专利或者软件著作权申请受理第一完

成人 0.2 分，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受理第一完成人 0.1 分；其

他完成者依署名次序递减 0.1 分。

10.获奖成绩=所有获奖分值*获奖次数的总和，最高为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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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京理工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申请表
申请类别：□免试研究生 □研究生支教团 □国防科工招生单位补偿计划

姓名 学号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学院 专业 政治面貌
联系

方式

CET-4

成绩

CET-6

成绩

GPA（平均

绩点）

是否有不

及格课程
（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是

□否

排名

方式

□年级

□专业

排名

人数

课程成绩均分：

排名：

综合成绩：

排名：

本科招

生类别

□非定向

□定向

定向

单位

1. 单位名称：

2. 有无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有 □无

3. 有无报考定向研究生的要求：□有 □无

思想品德

考核结果

是否合格：□是 □否

客观评价：

学院党委审核签字：

年 月 日

何时受过

何种奖励

省级以上奖励：

其他：

参加课外科

技活动、

科研工作情

况及成果

学院意见

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组长签字：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保证：1.以上所有情况完全属实；2.已阅读学校关于推荐免试研究生

的相关文件，同意按文件执行。

签名： 年 月 日

另附：1.本科阶段成绩单 2.四六级成绩单（复印件） 3.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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