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调剂实施细则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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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计划的关键环节。为规范我院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依据《2020 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2019〕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 号）、《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做好我市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渝教招发〔2020〕

4 号），《重庆交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安全性的前提下，坚持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选拔。 

第三条   土木工程学院实行差额复试。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调剂、复试工作，

负责制定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实施细则。 

第三章 调剂政策规定 

第五条   拟对外调剂的专业 

学习形式 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领域 拟调剂人数 

全日制 
学术学位 

080100 力  学 14 

081600 测绘科学与技术 7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13 

专业学位 085700 资源与环境 17 

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125601 工程管理（MEM） 38 

第六条   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我院相关专业报考条件（见重庆交通大学 2020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第七条   非照顾专业初试成绩必须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重庆地区（A 类地

区）的国家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照顾专业按照教育部印发的《2020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中考生调剂基本条件执行。 

第八条   综合考察考生报考第一志愿专业与我院调剂专业的一致性、考生初试

总成绩、考生初试专业课成绩、考生学科背景等内容，择优选拔调剂。 

第四章 调剂时间 

第九条   第一批调剂开始、结束时间由土木工程学院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批调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第一批调剂时间为 5月 20日 08:00-5月 21日 09:00, 根据择优选拔原则，

经学院初步审核后，将拟发放复试通知书考生名单添加至复试通知书发放备选库，

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审查后统一发放复试通知，考生接到复试通知后方可参加我

校复试，考生接到复试通知以后需要在 24 小时内确认，若未确认视为自动放弃。 

第五章 调剂要求 

第十一条   力学（080100）调剂原则 

第十二条   测绘科学与技术（081600）调剂原则 

项目 本科专业要求 报考专业要求 初试科目要求 

第一顺位 
（081201）测绘工程 

（081202）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与我校测绘科学与技术专业

初试科目完全相同 

第二顺位 
（081201）测绘工程 

（081202）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与我校测绘科学与技术初

试科目相近 

第三顺位 无要求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与我校测绘科学与技术初

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第四顺位 无要求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4）土木工程 

（0823）交通运输工程 

（0701）数学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无要求 

项目 本科专业要求 报考专业要求 初试科目要求 

第一顺位 
（080101）理论与应用力学

（080102）工程力学 
（080100）力学 

与我校力学专业初试科目完

全相同 

第二顺位 无要求 

（080100）力学 

（080101）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080102）固体力学 

（080103）流体力学 

（080104）工程力学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与我校力学专业初试科目

相同或相近 

第三顺位 无要求 

（0814） 土木工程 

（081402）结构工程 

（081405）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81406）桥梁与隧道工程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082301）道路与铁道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与我校力学专业初试科目

相同或相近 

第四顺位 无要求 
（0814）土木工程 

（0823）交通运输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无要求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工程 I（082300）调剂原则 

项目 本科专业要求 报考专业要求 初试科目要求 

第一顺位 
(081001)土木工程(道路方向) 

(081006T)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082301）道路与铁道工程 

与我校交通运输工程 I 专业

初试科目完全相同 

第二顺位 

(081001)土木工程(道路方向) 

(081801)交通运输(道路方向) 

(081006T)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081806T)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 082301 ） 道 路 与 铁 道 工 程

（0823）交通运输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与我校交通运输工程 I 初

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第三顺位 无要求 

（ 082301 ） 道 路 与 铁 道 工 程

（0823）交通运输工程 

（0814） 土木工程 

（ 081406 ） 桥 梁 与 隧 道 工 程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与我校交通运输工程 I 初

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第四顺位 无要求 

（ 082301 ） 道 路 与 铁 道 工 程

（0823）交通运输工程 

（0814） 土木工程 

（ 081406 ） 桥 梁 与 隧 道 工 程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无要求 

第十四条   资源与环境（0857）调剂原则 

项目 本科专业要求 报考专业要求 初试科目要求 

第一顺位 
（081201）测绘工程 

（081202）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857）资源与环境 

（0859）土木水利 

与我校资源与环境初试科目

完全相同 

第二顺位 
（081201）测绘工程 

（081202）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857）资源与环境 

（0859）土木水利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数学二 

④与我校资源与环境初试科

目相近 

第三顺位 无要求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 

（0816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0816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857）资源与环境 

（0859）土木水利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数学二 

④与我校资源与环境初试科

目相同或相近 

第四顺位 无要求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61) 交通运输 

（0701）数学 

（0857）资源与环境 

（0859）土木水利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数学二 

④无要求 

第十五条   工程管理（125601）调剂原则 



凡参加管理类联考的上线考生且本科毕业三年以上（专科毕业五年以上）均

可申请调剂至我院非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125601）参加复试(第一志愿报考工程

管理硕士（125601）者优先)。 

第十六条   在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里，首先考虑顺位，然后按调剂考生初试总

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总成绩相同者，按照专业课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若

还相同，按统考初试科目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发放复试通知，额满为

止。若按上述规则选取后，仍有剩余名额，则将未入选考生继续按初试总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发放复试通知，额满为止。 

第六章 其它 

第十七条   调剂考生复试安排将在后期择日发布，请考生关注学校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 

第十八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咨询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023-62652701。 

第二十条   监督与投诉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023-62652316    

重庆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023-62650942，62652644     

重庆交通大学纪委监察处 023-62652747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二 0 二 0 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