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接收 2020年推免生（含直博生）工作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竭诚欢迎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来我校攻读研究生。根据教育部的统一安排以及我校研

院发[2019]37 号《哈尔滨工业大学接收 2020 年推免生（含直博生）工作办

法》、研院发[2019]36 号《关于做好 2020 年推免生（含直博生)接收工作

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结合深圳校区的实际情况，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2020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含直博生）工作办法如下。 

一、相关政策 

1．深圳校区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2 年或 2.5 年，由硕士研究生所在学

院在第二学年的 11 月 1 日之前确定各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 

深圳校区毕业生的学位证与毕业证与哈工大校本部一致。 

2．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可以在相近学科内跨学科申请攻读研究生。

跨学科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需参加接收学科的复试，由接收学科确定是否

接收。 

3．深圳校区鼓励理、工学科的优秀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进行直接攻

博。直接攻博研究生（简称直博生）入学后即取得博士学籍，详见《哈尔

滨工业大学关于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有关规定》（研院发[2018]

38 号）。 

4．深圳校区继续执行硕博连读的政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可以先

申请推免硕士，在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年秋季学期申请硕博连读，硕博连

读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年先取得硕士学籍，考核合格后第二学年转为博士

学籍，有关政策详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的有关规定》

（研院发[2018]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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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继续鼓励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部分研究生课程，使这部

分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能够提前进入课题研究工作，详见《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关于鼓励推免生（含直博生）提前学习研究生培养计划中

部分课程的办法》。 

6．深圳校区在复试录取阶段确定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奖助学金。

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除享有 19000 元/年的一等基本奖助学金外，优秀推

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还将享有最高 12000 元/年的专项奖学金。直博生入学

后全部享受博士生基本奖助学金，优秀直博生专项奖学金最高额度为 3000

0 元/年（国家奖学金）。详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2020 年推荐免

试硕士研究生（含直博生）奖助学金设置和评定办法》。 

表 1  2020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基本奖助学金设置 

等级 额度（元） 比例 

一等 19000 100% 

表 2  2020 年优秀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等级 额度（元） 比例 

一等 12000 5% 

二等 7000 10% 

表 3  2020 年优秀直博生专项奖学金 

等级 额度（元） 比例 

一等 30000 10% 



 

二等 12000 25% 

注：直博生一等专项奖学金包括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和学校优秀专项奖

学金两部分，获奖者除获得奖学金外还将获得国家颁发的获奖证书。 

二、申请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高等院校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5．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强

的创新意识。 

6．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未解除的处分记录。 

7. 定向生申请须提交合同单位的书面同意书。 

8. 教育部规定的其他条件要求。 

9. 深圳校区只接收英语语种学生。 

三、申请程序 

1．深圳校区各学院分别成立推免生接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各学

院主管院长担任。各学院推免生接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审核申请者的申请

材料，分批次组织申请者进行选拔。 

2．在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开通前，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可登陆“哈工

大接收推免生预报名系统”（网址：http://yzb.hit.edu.cn 或关注“哈

尔滨工业大学研招办”微信账号）进行申请，拟报考院系请选择“哈尔滨

工业大学（深圳）”，再选专业，否则深圳校区在审核系统中无法看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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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者的信息。请申请者提交信息之前务必认真核对，提交后尽量不要再作

更改，以免影响审核。 

已进行过营员面试的夏令营营员不需要在“哈工大接收推免生预报名

系统”中重复报名。 

3. 预报名系统中的学科为 2019 年推免生接收学科，供预报名时使

用。2020 年推免生接收学科以 2020 年公布的硕士招生简章为准（根据国

家要求，2020 年专业学位招生领域将有一定变化），最终录取学科以各学

院预选拔结果及全国推免服务系统中录取确认为准。 

4．资格审查。深圳校区各学院确定初选名单并通过邮件通知同学。

获得初选资格的同学需将所有材料拍照打包压缩后（邮件标题命名为：姓

名-本科学校-本科所学专业-拟申请专业）发送至附件 1 的邮箱进行资格

审查。  

申请材料照片包括：学生证原件、身份证原件、成绩单原件（加盖教

务处公章）、成绩排名证明原件（须与预报名系统填写排名一致，并加盖

学校教务处或院系公章）、英语等级证书及其他证明材料（①已发表论文

（如有）。②本科期间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③其他突出表现的证明材

料。）。 

5．选拔形式。深圳校区各学院将根据预报名情况，分批次对资格审

查合格的同学安排选拔。选拔以面试为主，面试综合考察同学基本素质、

综合分析与语言表达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面

试总分为 100 分。 

6．参加选拔的同学需携带所有申请材料的原件，按照各学院通知的

时间和地点参加选拔。 

7．根据教育部的统一安排，2020 年推免生的正式报名和录取工作需

通过“全国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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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通过预选拔的推免生，均须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不超过 12 小时），

登陆“全国推免服务系统”正式报名，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相关

学科进行申请，及时完成录取确认。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确认的校内外推

免生，原则上学校将不再保留其接收资格。 

8．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开通后，未进行预报名和预选拔的推免生可登

陆“全国推免服务系统”进行报名。深圳校区各学院将实时查看推免生的

报名信息，并根据录取名额情况，及时组织复试和录取工作。 

四、其他 

1．如申请人填写或提供的材料不真实，一经发现即取消其录取资

格。 

2．根据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校内外推免生拟录取名单确定后，

深圳校区将调取学生本人现实表现等情况，进一步对其思想政治素质和品

德进行审核，入学后对学生档案进行全面审查。对于不合格者将取消其录

取资格。具体要求详见《关于拟录取研究生人事档案审核的有关规定》

（研院发[2019]34 号）。  

3．深圳校区不接收学信网学籍信息与本人所学专业不一致的推荐免

试申请。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黄老师   0755-86132651。 

附件 1：深圳校区各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doc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2019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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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校区各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学院 学科 联系人 
联络电话 

（区号 0755） 
EMAIL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王老师 26032461 stshanshan@foxmail.com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02 光学工程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韩老师 26507759 369018916@qq.com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 机械工程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08 电气工程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5201 机械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085207 电气工程 

085206 动力工程 

袁老师 26033774 12042482@qq.com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0814 土木工程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085229 环境工程 

闫老师 26033506 15209049@qq.com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5204 材料工程 
郑老师 26033504 2415102814@qq.com 

经济管理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1202 工商管理 
徐老师 26033494 2655936336@qq.com 

建筑学院 

0813建筑学 

0833城乡规划学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0851 建筑学硕士 

0853 城市规划硕士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杨老师 26033088 562550735@qq.com 

理学院 

0801 力学 

0701 数学 

0702 物理学 

0703 化学 

童老师 86102435 234641@qq.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1305 设计学 
刘老师 86003012 3429537382@qq.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吴老师 22673224 4134675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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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 

研究院 
0702 物理学 李老师 86720059 27703761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