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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 

2017 年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一、招生计划 

2017 年实行差额复试，复试人数根据生源情况，确定复试差额比例，具体

情况如下： 

学科、专业 学习形式 招生计划 
第一志愿 

上线人数 

1204Z1 文化管理 全日制 4 2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 15 4 

二、复试具体要求 

（一）复试采用形式。面试过程全程录音。 

（二）复试时间及具体安排： 

１．报到并进行资格审查： 

时间：3月 24 日 15：00 

地点：博远楼 313 

2．体检 

时间： 3 月 25 日 

地点：云南财经大学校医院 

体检提示： 

（1）7：00—9：00 空腹抽血，9：00—16：00 常规体检； 

（2）请考生在体检前注意休息和饮食，以保证体检结果准确； 

(3) 请考生携带身份证参加体检。 

(4) 联系人电话:  

3．面试 

时间： 3 月 26 日 8:00—12:00   

地点：凌云楼北 204、205 

（三）资格审查 

考生所提供材料严禁弄虚作假，一旦发现，取消复试资格，已录取的将取消

录取资格。考生须提供材料如下： 

1.考生材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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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说明 

1 准考证 原件查验，提交一份复印件 

2 身份证件 原件查验，提交一份复印件 

3 学生证 原件查验，提交一份复印件，仅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 

4 学历证书 原件查验，提交一份复印件，非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 

5 学位证书 原件查验，提交一份复印件，若无学位证书，可不提供 

6 

学历认证报告或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原件查验，提交一份复印件，非应届本科毕业生任选一种提供 

7 大学或高职高专成绩单 提交复印件或原件，须加盖教务部门或档案管部门盖章 

8 

科研论文、毕业论文（毕

业论文提纲）、各种奖励

证明、资格证书等 

原件查验，提供一份复印件。若无，可不提供 

9 定向协议书、户口本 

定向协议书原件一式两份（见附件 1）。户口本原件查验，提交

一份复印件。注：仅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考生提供。定向单位

须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

州、119 个自治县]。（见附件 2） 

10 思想政治情况调查表 原件一份，用信封密封（见附件 3） 

 

2．享受少数民族照顾分数线的考生必须提供考生与单位签订的委培或定向

协议书。 

3．所有复试考生需签订《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就读承诺书》。 

（四）复试内容及成绩计算 

1．复试成绩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 

2．复试内容：英语、专业、科研实践综合能力、思想政治理论 

3．复试成绩计算 

复试成绩＝英语成绩×20%+专业成绩×60%+科研实践综合能力成绩×20%。 

（五）复试参考书 

专业名称 复试参考书 

 1204z1 文化管理 1.刘其伟编译：《文化人类学》，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12

年第一版  

2.招子明、陈刚主编：《人类学<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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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慧林主编：《文化产业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4.陈庆德、马翀炜著：《文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一版  

5.牛淑萍编著：《文化资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第一版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8 年第一版  

6.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055200 新闻与传播 1.卡罗尔·里奇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六版 

2.蓝鸿文著：《新闻采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3.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4.钟锳著：《网络传播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5.卡罗尔·里奇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六版 

6.钟锳著：《网络传播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7.秦春华著：《媒介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一版 

（六）总成绩计算： 

总成绩=（初试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分数）×60%＋复试成绩×40%。所有各项成

绩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三、录取 

（一）各专业复试合格考生，第一志愿依据总成绩从高至低录取后，调剂考

生再按总成绩择优录取。 

（二）享受少数民族照顾分数线的考生按委托培养或定向方式录取。 

（三）以下情况考生不予录取： 

1．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考察不合格。 

2．复试成绩不及格。 

3．体检不合格（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

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3 号）。 

四、相关费用 

根据物价局批准标准，相关费用收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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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检费： 130 元/人     由校医院收取 

（二）复试费  100 元/人     由学院在报到时收取 

五、监督 

1.研究生招生监督工作小组对招生考试工作进行监督并受理考生投诉，各培

养单位纪委委员参与监督工作。考生如发现招生过程中存在违纪行为，可在 4

月 20 日前向研究生招生监督工作小组投诉。 

2.投诉方式 

电话：0871-65114879 

邮箱：yncjdxjw_jsc@sina.com 

mailto:yncjdxjw_js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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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财经大学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合同书 

 

为适应用人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委托云南财经大学（乙方）代为招收定向硕士研究生。 

一、定向硕士研究生的姓名和专业 

考号 姓名 学科、专业 学 制 

   年 

二、定向硕士研究生的来源和分配 

1．定向硕士研究生由乙方在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中按国家规定的录取条件

录取。 

2．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甲方负责接收使用，乙方负责就业指导及分配。

在学习期间因身体条件、学习能力等原因中断学习者，由研究生自己负责。 

三、甲乙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1．乙方按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和学位条例，负责定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和

管理，并保证培养质量。 

2．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欲继续报考博士研究生者，须征得甲方同意后，方

可报考。 

四、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 

2．本合同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研究生毕业离校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定向单位（签章）培养单位（签章） 

 

甲方代表签名：乙方：云南财经大学 

 

年月日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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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5 个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0 个自治州：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云南怒江僳僳族自治州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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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个自治县：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 

  宽城满族自治县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丰宁满族自治县 

  大厂回族自治县 

  孟村回族自治县 

  辽宁： 

  岫岩满族自治县 

  宽甸满族自治县 

  本溪满族自治县 

  桓仁满族自治县 

  清原满族自治县 

  新宾满族自治县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吉林： 

  伊通满族自治县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浙江： 

  景宁畲族自治县 

  湖北：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湖南： 

  城步苗族自治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 

  广西： 

  恭城瑶族自治县 

  大化瑶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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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 

  巴马瑶族自治县 

  都安瑶族自治县 

  隆林各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 

  金秀瑶族自治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 

  海南： 

  昌江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重庆：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四川： 

  北川羌族自治县 

  马边彝族自治县 

  峨边彝族自治县 

  木里藏族自治县 

  贵州：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玉屏侗族自治县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三都水族自治县 

  松桃苗族自治县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云南：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沧源佤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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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景东彝族自治县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维西僳僳族自治县 

  漾濞彝族自治县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南涧彝族自治县 

  西盟佤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屏边苗族自治县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石林彝族自治县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宁蒗彝族自治县 

  耿傣族佤族自治县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峨山彝族自治县 

  甘肃：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东乡族自治县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天祝藏族自治县 

  青海：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化隆回族自治县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互助土族自治县 

  门源回族自治县 

  新疆：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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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焉耆回族自治县 

  内蒙古：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 

  鄂伦春自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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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财经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调查表 

(由考生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户口街道居民委员会填写)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报考专业  民 族  
工作或 

学习单位 
 

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或处

分或考试

作弊 

 

直系亲属

及主要社

会关系有

无重大问

题 

 

思 想 

政 治 

表 现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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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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