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 2021 年
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简章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完善招生选拔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于 2021 年起，除本科直博、硕博连读外，全面实行
“申请-考核”制。
一、培养类型
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攻读医学、理学、工
学学术学位博士，以培养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为目标，
侧重于学术理论水平和实验研究能力的培养，合格者授予医学、理学或工
学博士学位；一类是攻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以
培养临床医师、口腔医师、中医医师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侧重于从事临床
医疗工作能力的培养，合格者授予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或中医博士学位。
二、学习方式与学习年限
1.学习方式：全日制
2.基本学习年限：3 年
三、基本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品德良
好，遵纪守法；
2.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3.已获相关学科硕士学位。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报到前取得硕士
学位。在境外获得学位的，须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位认证书参加报
名；
4.身体健康，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5.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
6.英语水平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①TOEFL≥90 分（IBT）；

②新 GRE≥305 分；
③WSK（PETS 5）考试合格；
④大学英语六级 CET6≥425 分；
⑤国家英语专业四级（TEM-4）考试合格；
⑥IELTS≥6.0；
⑦在英语为授课语言的国外高校获得过学位。
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7 年内有效（2013 年 1 月 1 日之后），其余英语成
绩 5 年内有效（2015 年 1 月 1 日之后）。
无上述英语成绩者可以参加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组织的“医学博士外语
统一考试”（每年 3 月份考试，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英语成绩当年
有效。英语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参加春季补充批次的招生考核。
7.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或中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除符合上述
1-6 项条件以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应届毕业生（须由培养
单位提供培养类型证明），已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入学报到时完成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考核合格，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与报考博士专业
在相同二级学科范围。
（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往届硕士研究生或学术学位型应届
硕士研究生，已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与报考博士专业在相同二级学科范围。
8.报考学院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报名与资格审核
（一）网上报名与缴费
1.网上报名：考生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 12:00-11 月 30 日 12:00:00 前
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zsxt.ccmu.edu.cn。
特别提醒：
（1）考生必须按要求认真、慎重填写所有信息项。特别强调：①如报
考信息填写错误，则只能在未正式提交前修改或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重新
填报；②身份证号码不能填错，出生年月日必须与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

一致；③通讯地址应填写详细，要在 2021 年 7 日 15 日之前不会变化，以
便顺利接收录取通知书；④联系电话要为本人常用手机的联系方式，且保
持畅通状态以便接收信息；⑤报名截止后所有报名信息将无法修改。
（2）每人只可填报一个培养单位的一个专业。
2.缴费：网上报名信息经研招办审核通过后，在规定时间内缴纳报名
费，在规定时间内未缴费或因个人原因缴费不成功者报名无效。
缴费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 10:00-12 月 8 日 23:59:59。
交费后因本人原因不能参加考核者，不予退费。
（二）打印《博士研究生报名表》
完成网上报名、缴费后，打印《博士研究生报名登记表》，要求 A4 纸
双面打印并签字。
（三）提交材料
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报考学院要求提交材料。具体要求见各学院。
（学院链接见附表）
（四）资格审查
报考学院根据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审核，按一定比例择优确
定入围综合考核名单。
进入学院综合考核的考生需在参加综合考核时携带以下材料原件进行
报考资格复审：
1.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一份；
2.《博士研究生报名登记表》（网报后 A4 纸双面打印）；
3.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及复印件；应届硕士生提供在读证明原件（须
由研究生学籍管理部门盖章）及复印件；境外高校获得硕士学位者，须提
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应届硕士生在读证明模板下载地址：
http://yjsh.ccmu.edu.cn/zsgz/xzydzsgz/index.htm；
4.英语成绩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思想政治情况表》原件

下载地址：http://yjsh.ccmu.edu.cn/zsgz/xzydzsgz/index.htm；
6.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硕士生须提
供《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应届生提供《医师资格证书》和在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报考定向就业者需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
研究生的证明材料。
8.学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五、综合考核（具体考核办法见各报考学院，网址链接见附表）
（一）综合考核内容与形式
根据学科特点和培养要求，通过笔试、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
综合素质，同时考查考生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科学精神、学术道德、
专业伦理、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况。
（二）综合考核成绩（满分 300 分，180 分为合格）
各单项考核成绩、综合考核总成绩都合格者方具有拟录取资格。
六、体检与拟录取
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各类考生于复试考核或入学时进行体
检，体检合格者方具有拟录取资格。
根据考生的综合考核总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经体检、政审、
公示后，向拟录取新生发录取通知书。

七、学费标准
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我校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
10000 元/人/学年，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 80000 元/人/学年。
八、研究生奖助政策
我校设置各类奖助学金，细则请参见《首都医科大学关于研究生奖学
金、助学金管理办法》，网址：http://yjsh.ccmu.edu.cn/xsgl/jzgz/index.htm

九、相关问题说明
（一）录取类别说明
非定向就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录取后人事档案转入首都医科大学，户
口自愿迁移，毕业后在国家的就业政策指导下“双向选择”就业；
定向就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录取后人事档案和户口不做迁移，毕业后
回原单位工作，定向就业全日制博士生仅录取人事档案关系在首医系统内
的合格考生。
（二）招生专业目录备注信息说明
招生专业目录中备注▲表示该导师 2021 年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备注◆表示该导师 2021 年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三）考生的报名费、体检费均按国家规定标准交纳，考试期间食宿
费用由本人自理。
（四）学位申请的相关要求请登陆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参见学
校关于学位工作的有关规定，网址：
http://yjsh.ccmu.edu.cn/xwgz/xwsy/index.htm。
十、咨询方式
1.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相关信息均在研究生院官方网站发布，网
址：http://yjsh.ccmu.edu.cn。
2.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10）83911740、83916545
（工作日：8:30—11:30,14:00—17:00）
Email：yanzhao@ccmu.edu.cn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 10 号首都医科大学行政楼十
层 1006 房间，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政编码：100069。
3.各学院咨询方式：见附表
十一、监督电话
电话：010-83911095（工作日 8:30—11:30,14:00—17:00）

附表

各学院公布“申请-考核”制招生工作办法的网址及咨询方式（更新中）
网址

咨询电话
（工作日）

咨询邮箱

http://bmss.ccmu.edu.cn/index.htm

010-83911484

ccmu_jcyjs@163.com

http://bes.ccmu.edu.cn/

010-83911556

zpy2006@ccmu.edu.cn

微信公众号“首医公卫一家亲”

010-83911601

gwyjsfs2020@126.com

http://scbps.ccmu.edu.cn/xygk_4881/xyxw_4887/index.htm

010-83911533

yangchun890@163.com

http://stcm.ccmu.edu.cn/index.htm

010-83911638

tmedu@ccmu.edu.cn

https://www.xwhosp.com.cn/Html/News/Columns/328/Index.html

15699959124

009 第二临床医学院（北京友谊医院）

http://www.bfh.com.cn/Html/News/Columns/224/Index.html

010-63138022/8480

2868611193@qq.com

010 第三临床医学院（北京朝阳医院）

www.bjcyh.com.cn-“医学教育”版块-“学位教育”

010-85231609

chaoyangjyc@163.com

011 第四临床医学院（北京同仁医院）

https://www.trhos.com/Html/News/Articles/3092.html

010-58267164

tryjsjy@163.com

012 第五临床医学院（北京天坛医院）

http://www.bjtth.org/Html/News/Main/1321.html

010-59978224

ttyjszs@vip.163.com

学院名称
001 基础医学院
002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03 公共卫生学院
005 药学院
006 中医药学院
008 第一临床医学院（宣武医院）

liyue@xwhosp.org
QQ 群：1060698667

haolirui33@126.com
013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微信公众号“北京神外研究所教育教学概览”

010-59975092

微信公众号“北京神外研究
所教育教学概览”

014 第六临床医学院（北京安贞医院）

https://www.anzhen.org/Html/News/Columns/39/Index.html

010-64456452

azyy33@126.com

015 康复医学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https://www.crrc.com.cn/Html/News/Columns/75/Index.html

010-87569722

liweises@163.com

016 儿科医学院（北京儿童医院）

https://www.bch.com.cn/“科研教育”版块

010-59616652

jyc6652@163.com

017 口腔医学院（北京口腔医院）

http://www.dentist.org.cn/yxjy/list/476.html

010-57099324

jiaoyuchukqyy@126.com

018 妇产医学院（北京妇产医院）

http://www.bjogh.com.cn/xwzx/list/299.html

010-52277380/82

jiaoban5408@sina.com

http://www.bjad.com.cn/News/Main?siteId=105

010-59513371

adyyjyc@126.com

https://www.bjyah.com/Html/News/Columns/25215/Index.html

010-83997633

yanlihll@163.com

https://www.bjzhongyi.com/zyb_yjsjy

010-64031290

yanfushi2020@163.com

https://www.bjsjth.cn/Html/News/Articles/14100.html

010-63926846

18701288758@163.com

010-84322904

wangy_a@126.com

https://www.sbnk.cn/jiaoxue/yjs/zs/2020110913039.html

010-62856913

sbnkkjb@163.com

http://www.bjxkyy.cn/cn/research.aspx?id=297

010-89509299

yjszs87112@163.com

029 临床病理学系

https://www.trhos.com/Html/News/Columns/31/Index.html

010- 58268684

piaoyingshi2013@163.com

030 临床药学系

http://scbps.ccmu.edu.cn/xygk_4881/xyxw_4887/index.htm

010-83911533

yangchun890@163.com

http://www.bibd.org.cn/tongzhigonggao/

010-83916528

luoling@ccmu.edu.cn

https://www.zryhyy.com.cn/Html/News/Main/1757.html

010-84205826

hierro11@163.com

http://yjsh.ccmu.edu.cn/zsgz/zsjz/index.htm

010-83916585

hmdata_ccmu@126.com

http://www.cibr.ac.cn/

010-81912671

cibr_student@cibr.ac.cn

019 精神卫生学院（北京安定医院）
020 第九临床医学院（北京佑安医院）
023 中医药临床医学院（北京中医医院）
024 肿瘤医学院（北京世纪坛医院）
025 第十二临床医学院（北京地坛医院）
026 第十一临床医学院（三博脑科医院）
027 第十临床医学院（北京胸科医院）

031 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
035 中日友好医院
036 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
北京脑中心

（北京妇产医院官网/新闻动态/医院新闻/通知公告）

http://www.bjdth.com/html/1//179/182/index.html
（北京地坛医院-科研教学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