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硕士统考研究生院间调剂复试办法 

一、 组织管理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统一领导和统筹管理下，我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根据医学院下达的招生计划和复试、录取工作原则，结合有效生源情况，特制

订本复试方案，并对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复试过程实施全面的领导、组织、协调和

管理。 

二、 招生计划 

学位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剩余招生计划 

学术学位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2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超声医学 1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临床医学 1 

100700 药学 药学 2 

专业学位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 

105122 放射肿瘤学 放射肿瘤学 1 

三、 复试名单 

学位类型 准考证号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姓名 

初试总

分 

备

注 

学术学位 

102482122217707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王贤磊 374  

102482122220996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王彤羽 363  

102482122214562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朱柳苹 362  

102482122217144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吴菁菁 379  

102482122215680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张环 361 

少民

骨干 

102482122222869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临床医学 陈昱璐 356  

102482122215950 100700 药学 药学 孟晶晶 376  

102482122215721 100700 药学 药学 朱馨婷 376  

专业学位 

102482122216427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李彪 396  

102482122223254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武雪 365  

102482122203063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徐玲 359  

102482122216959 105122 放射肿瘤学 放射肿瘤学 王山山 368  

102482122220792 105122 放射肿瘤学 放射肿瘤学 李露林 368  

四、 复试安排 

1.复试形式和复试设施准备 



由于疫情，根据教育部、上海市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我院所有硕士统考研究生招生将统一采用网络视频会议形式（腾讯会议软件）进

行复试。请各位考生继续做好远程复试软硬件设备的准备。 

网络复试特别提醒以下几点，请细心准备、严格遵守： 

① 请事先下载“腾讯会议”APP软件普通版，建议使用最新版本 V 3.5.6.416。 

② 复试环境要求：独立房间、无回声、安静、灯光明亮、不逆光。 

③ 硬件设备：网络良好且稳定。 

【面试设备】：1 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摄像头、麦克风和耳机。 

【监控设备】：1 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 （须带有摄像头）。 

④ 复试前按要求安装调试好设备。考生端两台设备开启摄像头，电脑自带

摄像头对准考生本人，另一部电脑或手机摄像头从考生后方成 45°拍

摄。要保证考生考试屏幕能清晰地被复试专家组看到。考生面试时正对

摄像头保持坐姿端正。双手和头部完全呈现在复试专家可见画面中。见

附图： 

 

⑤ 不要使用蓝牙耳机和 iPad，如用苹果电脑，建议将汇报的 PPT事先转化

成 PDF格式文件。 

⑥ 请事先学会共享屏幕，以便向复试小组专家展示自我简介 PPT。 

⑦ 复试时准备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黑色签字笔和空白 A4 纸若干。 

⑧ 正式复试时腾讯会议的会议号和参会密码，由复试小组秘书至少在复试

前 1小时告知考生，届时请注意查收短信或电话。 

⑨ 考生在复试前进入会议室，输入会议号时，注意修改“您的姓名”，请

按如下方式命名，电脑：面试-姓名-准考证后 6位，手机：监控-姓名-

准考证后六位。 



⑩ 由于复试次序随机产生，可能等候时间较长，且需主持人审核通过才能

进入会议室，请不要退出软件，耐心等待。 

⑪ 请保持面试和监控的设备电量充足，且均不得使用虚拟/模拟背景等。手

机屏幕设置屏幕永亮，不要设置息屏，且横向摆放（监控屏幕最大化）。

设备调试完成后，关闭移动设备通话、录屏、外放音乐、闹钟等可能影

响面试的应用程序，并将手机设置“免打扰”模式（复试过程中拦截任

何来电）。但为了进入正式面试室前，复试秘书能及时联系到本人，请

在复试前收到复试秘书发送的会议号和密码时，回复短信报备本人紧急

联系电话以备用（格式“姓名收到短信，紧急联系电话”）。 

2.考生材料上传及验查要求 

复试小组在正式复试前对考生的材料进行验证。请提供以下材料的扫描件，

命名为“姓名+验证资料包”，发至各调剂复试小组复试秘书的邮箱：① 本人二

代身份证；② 准考证；③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应持所在学校

的学生证；同等学力者应持大专毕业证书及修过的本科课程成绩证明、外语成绩

或水平证明等，并按规定参加加试）；④《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考生可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www.chsi.com.cn）履行学籍验证程序。 

正式复试时，复试小组秘书对考生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照片（请考生提供

身份证原件）进行对照核实。加强对考生身份的审查核验，严防复试“替考”。  

3.具体复试安排 

院间调剂一志愿导师 

姓名所在复试小组 
复试日期 

复试最早开始

时间 
复试秘书 复试秘书电话 复试秘书邮箱 

贾伟平、胡承 4 月 12 日 下午 14:00 高老师 13916789604 qiongmeigao@126.com 

郑元义 4 月 12 日 下午 15:00 诸老师 13918453953 156390691@qq.com 

陆家瑜 4 月 12 日 下午 14:00 林老师 13023111359 527666555@qq.com 

杨全军、韩永龙 4 月 12 日 下午 14:00 陈老师 17316300526 chenjunjun8812@sina.com 

龙达 4 月 12 日 下午 14:30 李老师 19145595694 13818077871@163.com 

付杰 4 月 12 日 下午 13:30 朱老师 17302588542 zqy89422@126.com 

4.复试内容 

复试是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有效的考查考生的专业素养、

http://qiongmeigao@126.com
http://527666555@qq.com
http://chenjunjun8812@sina.com
http://13818077871@163.com
http://zqy89422@126.com


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促进科学选才、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和培养要求，制定具体复试方案，精心设计和合理调整复试内

容，确保复试考核的科学有效、公平公正。 

为避免人员集中聚集，本次复试阶段取消集中笔试，全部采用面试形式，内

容主要包括：①专业素质能力；②外语听说能力；③综合素质能力三个方面。复

试满分为 100分，复试成绩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 

①专业素质能力（50分）。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

创新思维与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等方面。 

②外语听说能力（30分）。考核考生外语听力水平及运用外语知识进行交

流的能力。 

③综合素质能力（20分）。考核考生人文素质、心理素质、表达能力、沟

通能力、职业精神等。 

5.其他要求 

请制作 3-5分钟的中文 PPT（需共享屏幕，含自我介绍，以及本科期间科研

工作或论文进展情况、发表论文、获奖情况、社会实践、爱好特长等，请尽量不

要使用动画效果，否则容易引起网络卡顿），并用英文讲述。 

6.体检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复试阶段的体检环节暂缓，待

秋季学期入学后进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入学。 

7.调剂原则：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须同时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志愿专业的基

本复试分数线。 

（3）第一志愿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

生可调剂至相同或相近学科的专业学位或学术学位志愿；第一志愿报考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学术学位的考生仅在相同或相近学科的学术学位志

愿内进行调剂。 

（4）第一志愿报考公共卫生、护理、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考生可调剂至相同学科的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志愿；第一志愿报考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则仅在相同学科的专业学位志愿内进行调剂。 

五、录取原则 

参照学校复试工作指导意见文件及相关规定。复试小组将根据考生的总成绩

[初试折算分（满分 100 分，即初试成绩× 0.2）+复试（满分 100 分）]，排

列名次，并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复试结果以我院科教处公布的为准，请密切关注本人邮箱。复试通过后请继

续关注学校网站的进一步通知，正式录取名单将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上

公布。院内调剂复试结束后，因所报专业或导师名额的限制，暂未被录取的考生，

如需进行院间调剂复试的，请自行密切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站的相关通知。 

六、 注意事项 

1. 请您收到本复试通知后，及时通过邮件回复，回复时请在邮件主题或标

题中注明“姓名+调剂一志愿专业+调剂一志愿导师+按期/放弃复试”，以便我们

确认您已接到我院正式复试通知。 

2. 请再次确认本人复试资格：如果您是定向生（有工作单位）或国防生，

请务必提前与我院科教处联系，以便确认您是否有复试资格，否则如果不能正常

录取或入学注册报到等情况责任自负。定向生（专业学位硕士、少民计划除外）

需提供单位同意证明。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学生应符合报考执业医师资

格证书相应条件【可自行查阅《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往届生如已有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不能被录取为专业学位硕士，否则后果自负。

如本科专业为检验、影像、麻醉的，报考相应专业的专业学位硕士，请确认本人

是否为 5年制本科毕业，如果不是将不能被录取为专业学位硕士。按上海市及学

校的有关规定，友情提醒如下：专业学位硕士被录取后，都为定向生，定向单位

为：上海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毕业后无就业“报到证”。同意按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相关研究生收费标准按时缴付学费。在学期间的户籍关系和人事档案，以

及工资、津贴、医疗保险和福利待遇等按照《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

事管理暂行办法》执行，不享受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助教、助研等津贴及各类奖学

金。专业学位硕士需在入学时签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类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 



3.参加复试视为认同及遵守学校和医院的相关规定和各项要求。 

4.诚信复试。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

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

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

为都将触犯刑法。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规定严肃

处 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 3 个月内，我校将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

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5.对不符合招生条件或提供虚假材料的考生，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

关规定取消其录取、入学资格或学籍，并视情节严重情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

严肃处理。复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复

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复试全程只允许

考生一人在面试房间，禁止他人进出。若有违反，视同作弊。 

七、考务工作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021-24058231 

邮箱：lykjcfdy@163.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600号，科研综合楼 713室，科教处。 

八、纪委监察联系方式 

电话：021-24056146 

邮箱：shiliujjj@163.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600号，科研综合楼 816室，纪检监察办公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科教处 

             2022 年 4 月 10 日 

mailto:lykjcfd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