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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说明

一、招生计划

2018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生研究生 732 名，包括统招考试、七年制转

段及免试推荐三部分，招收推免生人数以最后确认录取推免生人数为准。最后实

际招生名额以教育部下达的正式招生计划为准，各专业均招收定向和非定向研究

生。

二、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有志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志于为人民服务的高级中医药专门人

才。

（一）学术学位研究生

侧重于学术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

侧重于培养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其中，中医硕士专业学位考生在

达到相应培养要求的条件下可获得医师资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中医硕士专业学位（专业代码前四位为“1057”）

掌握坚实的中医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基本的现代诊疗技

术，具备较强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以及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能独

立、规范承担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常见疾病诊治工作。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具有较强传承学习、临床研究能力，并有一定的临床教学能力。具有较熟

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和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

2、中药学专业学位（专业代码：1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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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药研发、注册、生产、流通、应用、监管等职业领域，培养具备良

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注重学科交叉，具备创新精神，具有运用专

业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具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能胜任中药生产、质

量评价与控制、新药研发、药品注册、流通管理、合理使用、临床及社会服务等

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3、药学专业学位（专业代码：105500）

面向药物技术转化、生产、流通、使用、监管等职业领域，培养具备良好

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较好掌握药学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在药物技

术转化、临床使用、监管与生产流通等应用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药学专门人才。

4、护理硕士专业学位（专业代码：105400）

培养能独立解决本学科领域内的常见护理问题，掌握临床护理教学技能，

能对下级护士进行业务指导，达到专业领域的临床工作水平。热爱护理专业，献

身护理事业，直接参与临床护理实践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才。

三、报名条件

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的人员须符合以下三方面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报考定向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所列的

各项条件；

5、品德良好，截止报名时未受国家、学校等相关部门纪律处分。

（二）学历条件

考生的学历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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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往届毕业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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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专业条件

在满足上述学历条件的同时，报考我校研究生的考生还需满足报考专业的

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1、考生须为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医学、药学或相近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2、报考攻读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代码 1057 开头），要求本科

毕业于中医相关学科专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符合中医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具体参见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的通知【国卫医发﹝2014﹞11 号】）；报考护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要求符合报考相应类别护士资格的条件；报考其他专业，要求本

科毕业专业与报考专业相关。

3、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正在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凡是被录取为中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参加我校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四）其他未尽事宜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如考生未按我

校相关规定报考，一经发现，我校将不予准考，责任由考生自负。

四、报名方式及时间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继续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生应根据自己选择的报考单位，选择符合规定条件的报考点，在规定时间内依

次完成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逾期不能补报和确认。

（一）网上报名

1、网报时间和报名网址

所有报考人员均须按下列时间和网址进行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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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届本科毕业生预报名：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9月 27 日（每天 9:00

至 22:00）。

（2）非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应届本科毕业生预报名未成功者：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 至 22:00）。

（3）报名网址：考生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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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研招网），按教

育部、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

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

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行修改网

报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按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

人报名信息并获得报名号完成网上报名，请牢记报名号。应届本科毕业生预报名

信息有效后，无需重复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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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

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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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

生应及时到学历（学籍）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上交

报考点核验。所有考生在报考前必须进行学籍、学历信息自查，由于考生本人学

籍或学历信息不匹配而导致不准考或无法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5）2018 年实行各招生专业按照招生导师所在学院进行招生，填报志愿时

请认真核对报考学院、专业及导师信息（请务必在网报时将所选导师填在备注

一栏，否则一切后果自己承担）。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别有各自的学科代码，

填报志愿时请认真核对，误报后果自负。

2、报考点

因为现场确认必须在网上申报的报考点进行，所以网报时应届本科毕业生

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非应届毕业生应选择工作或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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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所在地省（区、市）的报考点，以方便现场确认。如未按要求报考者，后果

自负。

3、网报注意事项

（1）请登陆网址（http://bozhongyuan.sys130.pkulab.com/ list/?

12_1.html ）下载我校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结合简章内容务必在备注

栏内填写所报考导师姓名及复试时所选择的考试科目，一经确认不可更改，因

漏填、错填导致录取出现问题，后果自负。

（2）学籍、学历自查

所有报考我校的考生在网上报名前，须登录学信网（http://www.

chsi.com.cn）查询本人学籍或学历信息（应届生查询学籍，往届生查询学历），

打印出“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以

备用。在学信网查询不到学籍信息的考生请核实本人有效身份信息，如在学期间

更改过本人有效身份信息（含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号码等），请联系所

在院校相关部门进行学籍注册信息的更改，以确保在学信网上能够查询到本人学

籍信息；查询不到学历信息的考生必须申请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

告”，具体申请办法及程序详见 http://www.chsi.com.cn/xlrz/ct05.shtml；

持有国外学历的考生或中外合作办学只获得国外学历的考生，必须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方可参加网上报名。由于考生本人学籍或

学历信息不匹配而导致不准考或无法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3）准确填写报名信息

网上报名填写的各项信息，必须与本人的自然信息以及各类学籍学历认证信

息完全一致。

常见报名信息错误类型如下：

①证件号码错填：数字错填或末位大写英文字母“X”(误输入为小写“x”)

错填；

②最后学历错填：本科毕业已获毕业证书错填成“本科结业”；

http://bozhongyuan.sys130.pkulab.com/list/?12_1.html
http://www.chsi.com.cn/xlrz/ct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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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证书号码错填：学历或学位证书号码错填成证书流水编号（正确应为：填

写带有学校代码或毕业年份的学校证书编号）；

④毕业日期或获学位日期错填；

⑤应届本科毕业生错填或漏填在学注册学号等。

（4）我校有关研究生招生最新信息均在我校网站上公布，网址：

www.hljucm.net。在招生过程中，有关通知及要求将在手机短信平台上通知，考

生要保证手机信息畅通。

报考考生须重视以上常见错误信息，并认真填写其他报名信息选项，报名信

息中的通讯方式（含手机、固话、电子信箱、通讯地址、档案所在单位等），在

2018 年最终录取前必须保证有效畅通，如因变更等造成联系不畅，所致后果由

考生本人负担。报名信息、自然信息、认证信息三者必须完全一致，方可参加入

学考试。

（5）考生按规定网上缴纳报考费（现场确认期间，一律不接受现场补交费；

已进行网上支付的报考费不予退还）。

（二）现场确认

1、报考点现场确认时间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报考点现场确认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1 日。

逾期不再补办。

2、现场确认程序

（1）考生到网报所选择的报考点指定的地方进行现场确认，我校确认地点

为信息中心办公室楼（原图书馆）一楼大厅。

（2）考生提交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及学位证书（应届本科生毕业

生持学生证）的原件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未通过网上

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非普通

全日制生源报考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需审验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执业

助理医师证书或执业医师证书的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http://www.hljuc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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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历须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所有考生均要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考生确认的报名

信息在初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

其自行承担。考生填报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得准予考试。

（3）考生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五、入学考试

（一）初试部分

1、准考证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考生须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

得涂改。考生必须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方可参加考试。

2、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具体考试科目如下（如有变动，以准考证为准）：

时间/科目 2017 年 12 月 23 日 2017 年 12 月 24 日

8:30-11:30 思想政治理论 业务课一

14:00-17:00 外国语

①考试科目一为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考试科目二为外国语（100 分），

均为全国统考，参见教育部考试大纲。

②医学门类硕士研究生招生，根据教育部规定初试科目为三门，第三门考试

科目为业务课一（300 分），可选的范围为：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临床

医学综合能力（中医），西医综合、中医综合、护理综合、中药学术综合、药学

学术综合、中药专业基础综合、药学专业基础综合、卫生管理综合。临床医学综

合能力（西医）、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科目，其余为

学校自命题考试科目。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代码 306）：考试科目参见国家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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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中医）（代码 307）：考试科目参见国家考试大纲

西医综合（代码 704）：考试科目含生理学 36 题、生物化学 27 题、病理学

27 题、内科学(包括诊断学)54 题、外科学 36 题。

中医综合（代码 705）：考试科目含中医基础理论 30 题、中医诊断学 30 题、

中药学 30 题、方剂学 30 题、中医内科学 35 题、针灸学 25 题

护理综合（代码 308）：考试科目含护理学基础 92 分、内科护理学 116 分、

外科护理学 92 分；

中药学术综合（代码 701）：考试科目含中药学 100 分、化学分析 100 分、

药理学 100 分；

药学学术综合（代码 702）：考试科目含药物化学 100 分、化学分析 100 分、

药理学 100 分；

中药专业基础综合（代码 350）：考试科目含中药学 50 分、中药化学 100

分、中药药剂学 75 分、中药鉴定学 75 分；

药学专业基础综合（代码 349）：考试科目含药物化学 60 分、药剂学 75 分、

药物分析学 60 分、药理学 75 分、药事法规 30 分；

卫生管理综合（代码 703）：考试科目含卫生事业管理学 100 分、卫生经济

学 100 分、卫生法学 50 分、流行病学 50 分。

（二）复试部分

复试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等，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复试办法和程序另行发布。

六、体检

所有拟录取考生须参加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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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体检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七、院系代码及名称

001 基础医学院、002 第一临床医学院、003 第二临床医学院、004 药学院、

005 人文与管理学院、006 佳木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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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相关问题说明

1、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学术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 8000 元/年，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 9000 元/年。

2、我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结合现有的奖、助、贷等机制建立多元化奖

助体系，用于奖励勤奋学习、勇于创新、积极进取的优秀研究生。

3、学校确定录取后，将于当年 6月中旬左右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新生持

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来我校报到。对未经同意逾期 7 天不报到的已录取考

生，视其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新生入校后，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

生身体检查，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者一律取消录取资格。

4、考生在报名及考试录取期间，如有违反本简章规定或受纪律处分者，一

经查出，取消录取资格，已经报到者取消录取资格。

5、我校研究生院不提供任何考研辅导材料，不出售历年考试试题，不举办

任何类型的辅导班。

招生咨询：

1、请登陆网址：http://bozhongyuan.sys130.pkulab.com/

list/?12_1.html

2、联系电话：0451-82197018；

研招办 E-mail: hzyyzb@163.com

联系人：蒋琛

3、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24 号

4、邮编：150040

本简章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http://bozhongyuan.sys130.pkulab.com/list/?12_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