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招生章程 

2019年，我校计划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400余名，我校非全日制研究生全部

安排在专业学位中招生，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在基本修业

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在从事其他职

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学制：三年（可适当延长） 

学费：详见我校财务处-教育收费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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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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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当

年 9月 1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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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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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

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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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主要招收定向就业考生，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

不享受国家奖助学金，录取后，学校与考生本人、考生所在工作单位签订三方培养协

议。 



推荐免试生接收：我校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接收推免生。 

单独考试规定：2019 年，我校单独考试只能报考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中

的矿业工程和安全工程。 

我校非全日制招生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名称及代码： 

一、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名称及代码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085201 机械工程 085216 化学工程 085229 环境工程 

085207 电气工程 085217 地质工程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085218 矿业工程   

085215 测绘工程 085224 安全工程   

二、其他类别专业硕士学位领域名称及代码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MBA）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125200 公共管理硕士（MPA） 

055101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125300 会计硕士 

085100 建筑学 125600 工程管理硕士（MEM） 

1、报考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工程管理硕士（MEM）的考生

需要大学本科毕业后至少有 3 年（2016 年 7 月 30日前大学本科毕业）工作经验的人

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

力至少有 5 年（2014 年 7月 30 日前大学专科毕业）工作经验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报考前所学专业

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

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报名

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

（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

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 

3、报考单独考试考生需符合：（1）拥护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愿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 大学本科毕业后（一般应具有学士学位）在本专业或相

近专业工作 4年或 4年以上（2015年 7月 30日前大学本科毕业）；（3）业务优秀，



已经发表过研究论文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考生所在单位同意报考，并有两名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报考单独考试需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按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填写本人报名信息进行网上报名，网报时考生务必按照下列说明

选择： 

招生单位：11413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报 考 点： 1163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考试方式：23单独考试 

报考类别：定向就业 

考试科目：111单独考试思想政治理论，266单考英语，666单考数学， 

专业课：矿业工程领域-煤矿开采学（资源）、选矿理论与实践（化环） 

         安全工程领域—矿井通风与安全 

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打印准考证及初试时间可参见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说明。 

 

招生学院代码及联系电话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联系电话  

001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62339053 

002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62339307 

003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2331345 

004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62331743 

005 管理学院  62331251 

006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62339131 

008 文法学院  62339673 

010 MBA 中心 (管理学院 ) 62331333 

011 MPA 中心 (文法学院 ) 62339673 

注：专业目录上所列专业招生人数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要结合教育部下达计划

及考生上线情况。 

 

特别提示：  

1、关于报考点选择：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

http://www.chinayz.com.cn/


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在职人员和未就业人员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

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单独

考试考生和报考城乡规划学、设计学及专业学位建筑学、美术、艺术设计的考生选

择北京 1163考点现场确认及考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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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避免多占

考位，影响其他考生报考，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3、关于学历（学籍）审核：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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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校验的考生必须在教育部学历

认证中心进行认证，认证结果需要在教育部认证中心网站上查到，在现场确认时将

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学校对考取的应届生毕业证书在入学时验证，未获毕业证书将不能入学。 

4、考生（含推免生）在报考时要全面、客观地填写个人信息，对本人所受奖惩情

况，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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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所受处罚情况要如实填写。对弄虚作假

者，按照《2019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凡以虚假信息报考的考生，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并通报考生单位。 

 

  



 

单位代码：11413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丁 11 号 34#    邮政编码：100083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网址：www.cumtb.edu.cn/研究生院     电话：010-62331208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领域及考试科目 

专业领域名称及代码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001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60  

矿业工程（085218） 3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25 矿山压力及其控制 或 826 系统工程

基础 

安全工程（085224） 3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29 安全系统工程 或 830 矿井安全 

002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20  

测绘工程（085215）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22测量学  

地质工程（085217）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27 地球科学概论 或 828 计算机软件开

发基础 

003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5  

化学工程（085216）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56 化工原理 

矿业工程（085218）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16选矿原理或 856 化工原理 

环境工程（085229）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46环境化学或 847环境工程学  

004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20  

机械工程（085201）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31机械原理 或 832控制工程基础 

电气工程（085207）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12电路 或 813数字电路 

005 管理学院 100  

会计（125300） 100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英语二 

 

006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30 注：建筑学只限在北京参加考试 

建筑与土木工程（085213） 

 

2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

二④807材料力学 或 821土力学 

建筑学（085100） 5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55建筑 

 

 

 学基础④514建筑设计（共 6小时） 



专业领域名称及代码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008 文法学院 40  

英语笔译（055101） 

 

法律（非法学）（035101） 

 

 

法律（法学）（035102） 

10 

 

15 

 

 

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③

357英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98 法

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④498 法硕联考综

合（非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97 法

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

（法学） 

010 MBA中心(管理学院) 65  

工商管理(MBA)（125100） 

工程管理（MEM）（125600） 

35 

30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英语二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英语二 

011 MPA中心(文法学院) 100  

公共管理(MPA)（125200） 100 ① 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英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