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校概况

贵阳学院是由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贵阳市金筑大学于
2004 年合并组建，办学历史追溯至前清礼部尚书李端棻先生于
1902 年倡导创办的贵阳师范学堂。2010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2018 年获批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学校坐落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校园规划面积 1200 亩，
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学校图书馆馆藏中外文纸质图书 100 万余
册，电子书计 228.4 万种，其中外文电子书 7.4 万种，数据库资
源 44 个。
学校现有 17 个教学院（1 个继续教育学院）、1 个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哲学），1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生物与医药），
46 个本科招生专业，涉及工学、理学、文学、教育学等 10 个学科
门类，有区域内一流建设培育学科 2 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1 个、
省级重点学科 8 个。
学校现有教职工 926 人，专任教师 698 人，其中教授、副教
授 425 人，硕博士 672 人。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省管专家 5 人、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带头人 9 人、省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4 人、省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百”层次 1 人，“千”层次 10 人、省青年创新人才奖 1
人、省青年科技奖 2 人、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11 人、省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创新人才 2 人、省“知识产权十百千人才”
百层次 1 人、市管专家 12 人、市高层次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6 人、
市高层次创新型青年教师 6 人、
市创新型青年社科文艺人才 19 人。
学校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
系基地”“中国专利保护协会贵州研究基地”等国家级科技服务
平台 3 个；获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基地 1 个；有省级
重点实验室 1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1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2
个、省级科技服务平台 1 个、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2 个、省高校人
文社科研究基地 1 个；有省普通高校特色重点实验室 6 个、普通

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4 个、科技创新团队 6 个、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6 个、产学研基地 6 个；有国家级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 2 个、
建设有省级大学科技园；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中心 2 个；省
级教师发展中心 1 个、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1 个。
学校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泰国加拉信大学、中国台湾地区
玄奘大学、朝阳科技大学等 50 余所境外高校达成教育交流与办学
合作协议，2015 年开始留学生教育，已经建立起了交换生、语言
生和学历生三个层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留学生国别已涵盖
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多个国家。
学校坚持“突出实用、服务本地”的办学指导思想，注重特
色化、差异化发展，在以创新创业能力塑造为重点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以应用为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以“阳明
学与黔学”研究为重点的服务地方文化传承创新等三个方面初具
特色。
学校按照“多科性、教学型、应用型”的总体办学定位，确
立了建设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一流地方院校的发展目标。明确
了“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要求，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下得去、用
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注：相关数据统计截止 2019 年 8 月 31 日）

－2－
招生专业及人数
（一）我校 2020 年计划在哲学一级学科学术学位和生物与医药专业学
位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二）拟招生人数 30 名，具体按照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为准，我
校将根据学科和各专业情况进行安排。

－3－
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
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
毕业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否
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
学之日，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
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
养单位同意。

－4－
报 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
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
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
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一）网上报名：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http://yz.chsi.cn
1.网上预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2.网上正式报名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
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
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考
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
3.注意事项：
（1）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
部公布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
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调剂办法、计划余额等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
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2）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
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3）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
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将按
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
办法》严肃处理。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
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
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
籍）信息。

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
籍）核验。
（5）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
少数民族身份，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名族地区，填报考生身份为下列任一
类：
①报考我校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业的少
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②工作单位和户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且定向就业单
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
考生请务必准确填写定向就业单位相关信息，现场确认后一律不得更
改。不按“定向”方式填写的，视为自动放弃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6）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
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后续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现场确认：
1.所有考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
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考生现场确认应当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
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当提交本人《入伍批
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3.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
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
担。
4.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5.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信息。
注：请考生务必认真填写通讯地址（省、市、县、地址、邮编、联系
电话、姓名），尤其注意考生本人联系方式保持有效。考生所填的通讯地

址须详尽、准确，如因地址不详而出现事关个人的招生重要资料邮寄投递
失误等问题，我校概不负责。

－5－
准考证
考生应当在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3 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
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
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6－
初 试
2019 年 12 月 21 日至 22 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7－
复 试
复试时间：拟安排在 2020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对符合我校复试要
求的考生，我校将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并在相关网站上予以
公布复试名单及安排。
我校将在国家确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上，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
况，自主确定我校考生（含调剂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其他学
术要求。
复试相关事项：
1. 考生届时可登陆我校研究生处网站查询《贵阳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调剂）和录取工作办法》。
2.实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3.在复试前，我校会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
验结果、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规定
者，不予复试。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核验有问题的，考生应在我校
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核验。
4.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
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与初试科目不同。加试方式为笔试。
5.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8－
录 取
录取工作安排在 2020 年 5 月上旬。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
业两种。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须在被录取前与我校、用人单位分别签订
定向就业合同。

－9－
学制、学费、奖助
（一）学制：实行弹性学制，一般为 3 年，成绩优异者可申请提前毕
业。未按期完成学位论文，可根据情况延长修业时间 1-2 年。
（二）学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如
下：
攻读类型

专业类型

全日制

学术学位（哲学）

全日制

专业学位（生物与医药）

学费标准
6500 元/生〃学年
10000 元/生〃学年

（三）奖助：学校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提供各种奖、助学金，具体如
下：
1. 研究生奖学金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2.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3. 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
有关奖助学金具体规定及注意事项请见研究生处网站相关文件。

－10－
毕业生就业
硕士研究生按其就业方式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种类型。定向
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定向合同就业；非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本人与用
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

－11－
培养所在校区、住宿情况
（一）校区情况：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见龙洞路 103 号。
（二）住宿情况：住宿费用标准可查看我校网站，具体安排以新生入
学须知为准。

－12－
其 他
（一）为吸引更多的优秀考生报考我校，提高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
对于第一志愿报考或调剂到我校并被录取的全日制考生，学校根据《优秀
本科生报考贵阳学院硕士研究生奖励办法（2020 年）》进行奖励。
（二）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硕士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
因上述问题使我校无法调取考生档案或签订有关协议，造成考生不能复试
或无法录取的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三）其他未尽事宜按教育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文件执行，本章程说明若与国家 2020 年招生文件政策不符，以国家
招生文件为准。
（四）复试（调剂）和录取工作办法等其他未尽事宜由学校另行制定。

－13－
联系方式
单位代码：10976
地

址：贵阳市见龙洞路 103 号贵阳学院

邮

编：550005

联系部门：贵阳市见龙洞路 103 号贵阳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信
息楼 5 楼）
联系人：金敏老师（贵阳学院研招办）
联系电话：0851-85509720
E-mail：gyuyjsc@163.com

贵阳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专业
001 阳明学与黔
学研究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
方式

研究方向

联系人：叶老师

全日制

考试科目
联系电话:18169778143

①101
00 不区分 ②201
研究方向 ③711
④811

思想政治理论
英语一
哲学综合知识
中西哲学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10102
中国哲学

全日制

备注

00 不区分 ②201 英语一
研究方向 ③711 哲学综合知识
④811 中西哲学史

复试科目：
《哲学基础》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10105
伦理学
002 食品与制药
工程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全日制

00 不区分 ②201 英语一
研究方向 ③711 哲学综合知识
④811 中西哲学史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18188012050

01 食品
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②204 英语二
《食品微生
③302 数学二或 338 生物化学 物学与食品
④812 食品化学
工艺学综合》

02 制药
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药学综合》
②204 英语二
(药 物 化 学 和
③302 数学二或 338 生物化学
天然药物化
④813 有机化学

全日制

复试科目：

学)

003 生物与环境
工程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1879880394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1 生物技 ②204 英语二
术与工程 ③302 数学二或 338 生物化学
④814 普通生物学
全日制

复试科目：
《现代生物
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02 环境生
复试科目：
③302 数学二或 338 生物化学
物技术
《环境工程》
④814 普通生物学或 815 环境
科学

贵阳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仅供参考)
考试科
目代码

考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101

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部考试中心大纲

201

英语一

教育部考试中心大纲

204

英语二

教育部考试中心大纲

302

数学二

教育部考试中心大纲

338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第四版）, 王冬梅, 科学出版社,2019 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四版），陈先达、杨耕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11

哲学综合知识
年版
张世英《哲学导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中国哲学史》（全二册），冯友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1 年版

811

中西哲学史
《西方哲学简史》（修订版），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812

食品化学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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