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

（含项目管理专业）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分散复试，学信网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平台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1 英语听力与口语表达能力

2 学历背景、专业背景、个人发展等

3 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

4 语音表达与沟通能力

5 管理反应与应变能力

6 逻辑思维与心理素质

7 政治理论考核

总分

3. 面试流程:

（1）自我介绍及英语口语问答；（3 分钟）

（2）教育及工作背景介绍；（3 分钟）

（3）思政及时事问题问答；（4 分钟）

（4）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min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同等学力报考学员加试另行安排（案例分析）。

6. 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 2022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7. 复试时间: 2022年 3月 26 日

8.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 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9.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分值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30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等

50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50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30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40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20

10.面试流程:

（1）中英文自我介绍及问答；（5 分钟）

（2）大学学习情况介绍（包括学习专业及排名、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获得奖项

等）；（5 分钟）

（3）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11.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

12.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远程加试；

13.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 2022 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 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3. 面试流程:

（1）中英文自我介绍及问答；（5 分钟）

（2）大学学习情况介绍（包括学习专业及排名、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获得奖项

等）；（5 分钟）

（3）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远程加试；

6. 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 2022 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学信网远程复试平台 https://bm.chsi.com.cn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

2 外语能力

3 专业知识掌握及对本学科的发展动态了解

4 综合知识应用及科研潜力

5 语言表达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7 社会实践情况

合计

3. 面试流程:

（1） 助理与考生进行网络沟通，检查网络情况，就位。

（2） 请学生出示相关证件及签名的承诺书。

（3） 英语自我介绍及英语口语问答；（5分钟）

（4） 大学学习情况介绍（包括学习专业及排名、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社

会实践、获得奖项等）；（5分钟）。

（5） 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6） 组长控制答辩时长，面试结束时，由组长宣布该生该环节的复试结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另行安排

6. 其他具体规定:无

参照 2022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经济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 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3. 面试流程:

（1）个人简介（3 分钟） ；

（2） 外语能力测试（3 分钟）；

（3）思想品德与心理素质测试 （3 分钟）；

（4）专业知识、综合能力测试（11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无

6. 其他具体规定:无



经济管理学院企管专业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 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 分)

项

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3. 面试流程:

1）英语自我介绍及英语口语问答；（5 分钟）

2）大学学习情况介绍（包括学习专业及排名、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

社会实践、获得奖项等）；（5分钟）

3）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无

6. 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 2022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上海海事大学 MPAcc 专业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线上复试/学信网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会计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

发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政治、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3. 面试流程:

1）自我介绍，并向考官介绍竞争优势（大学学习情况、参与科研项目、学科

竞赛、社会实践、获奖、考证、发表文章等情况）（4分钟）

2）会计综合考核、考官提问（10 分钟）

3）政治考核（3 分钟）

4）英语考核（3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无

6. 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 2022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MBA）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网络远程分散复试，学信网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平台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1 英语

2 理解与表达能力

3 反应与应变能力

4 知识面与学习能力

5 职业素养

6 管理潜能

7 政治素养及心理素质

总分

3. 面试流程:

（1）自我介绍及英语口语问答；（3 分钟）

（2）教育及工作背景、管理经验介绍；（3 分钟）

（3）思政及情景问题问答；（4 分钟）

（4）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同等学力报考学员加试另行安排（案例分析）。

6. 其他具体规定：参照 2022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经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 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分值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30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等

50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50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30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40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20

3. 面试流程:

（1）：英语自我介绍及英语口语问答；（5分钟）

（2）：大学学习情况介绍（包括学习专业及排名、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社会实

践、获得奖项等）；（5分钟）

（3）：综合性问题回答环节；（5 分钟）

（4）专业性问题回答环节（5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

6. 其他具体规定:



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统计专业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方式及平台: 网络远程 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2.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

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3. 面试流程:

（1）英语自我介绍及英语口语问答；（5 分钟）

（2）大学学习情况介绍（包括学习专业及排名、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

社会实践、获得奖项等）；（5分钟）

（3）开放性问题回答环节；（10 分钟）

4.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分钟

5.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无加试环节

6. 其他具体规定:

参照 2022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