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车辆与运载学院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通知 

一、指导思想 

根据 2019年 9月《清华大学关于 2016级本科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若干规定》

及清华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的相关精神，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指导思想下，

在对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和科研能力进行综合测评的基础上，坚持“科学、规范、

公平、公正”的原则，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勿滥。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时间：2019年 9月 16日（周一）下午 14：00-15：00 

资格审查地点：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 A251室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我校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因考

生本人原因，未参加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通过者也不予录取。 

（一）报名公开招考的考生资格审查时核验下列证件（原件）: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出示硕士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 

3）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出示学生证； 

4）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人员核验学士学位证书、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论

文的期刊或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证书、已修硕士课程的正式成绩单； 

5）不能在资格审查前获得硕士学位的非学历教育的各类在读硕士专业学位

学生以及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按上述第 4条要求提供资格审查材料； 

6）凭境外学位证书报考的考生需出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位认证证明 

上述需核验的证件均需备复印件，资格审查时交申请院（系），书面申请已

提交的复印件不用重复提交。 

（二）报名本科推荐免试申请人资格审查时核验: 

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学生证，并将身份证及学生证复印件交申请院（系）。 

*特别说明： 

报考类别中“应届硕士生”仅指国家承认学历的、完成学业时可以获得毕业

证、学位证（所谓拿“双证”）且最迟博士生入学前可以硕士毕业的在学硕士生。



其他各类非学历教育、尚未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如各类专业学位、在职人员申

请硕士学位等，答辩通过后只获得学位证（所谓拿“单证”），均不属于“应届硕

士毕业生”，按上述同等学力考生进行资格审查。 

三、综合考核安排 

综合考核由综合专业基础考试（笔试，2小时）和综合面试组成。对已参加

过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2019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的考生，不参加

此次综合考核，以夏令营的综合考核成绩计算。 

笔试时间：2019年 9月 16日  19：00—21：00   

笔试内容：微积分、英语 

笔试地点：第一教学楼 201 

面试时间：2019年 9月 16日 （清华本校推免生） 

2019年 9月 17日 （公开招考及外校推免生） 

面试地点：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 A247-1、A247-2、A248 

具体面试安排另行通知。面试顺序当天将会贴在面试教室门口。 

注：面试环节包括个人陈述、外语能力测试、科研能力及综合素质测试（答问）

等。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同等学历加试考试另行通知，会直接通

知到个人。 

清华校园较大，请各位同学提前熟悉考核地点。 

车辆与运载学院教学办公室 

2019年 9 月 10日 

 

 

 

 

 



附：2020 年车辆与运载学院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名单（公开招考及外校推免生） 

 

报名登记表号 考试方式 姓名 备注 

20102582 公开招考 谢欣燕   

20103796 公开招考 张新钰   

20107074 公开招考 孙海迪   

20101389 公开招考 王博正   

20101162 公开招考 邵扬斌   

20103540 公开招考 汪靖程   

20101420 公开招考 张创   

20103614 公开招考 徐高翔   

20103868 公开招考 董汉   

20102493 公开招考 陆星阳   

20103734 公开招考 俞海宝   

20100603 公开招考 周子鹏   

20100891 公开招考 黄勇 强军计划 

20103549 公开招考 李耀宇   

20103547 公开招考 刘艺璁   

20102999 公开招考 刘子尚   

20102301 公开招考 唐皓晖   

20104154 公开招考 王达鹏   

20105051 公开招考 夏春晓   

20100700 公开招考 杨宇凯   

20104576 公开招考 朱光钰   

20101245 公开招考 刘臻泓   

20102646 公开招考 刘子豪   

20104623 公开招考 胡宣洋   

20106444 公开招考 熊杰 强军计划 

20102665 公开招考 刘威   

20105972 公开招考 袁列杰   

20103206 公开招考 崔隆熙   

20100097 公开招考 陆尧   

20100767 公开招考 张廷  

20103627 公开招考 杨磊  

20103413 公开招考 杨明亮  

20105908 公开招考 王云飞  

20102759 公开招考 付峥  

20300566 推荐免试 左安昊 夏令营 

20301953 推荐免试 张日东 夏令营 

20300101 推荐免试 黄悦峰 夏令营 

20300341 推荐免试 俞志豪 夏令营 

20300442 推荐免试 李惠乾 夏令营 

20300960 推荐免试 王情帆 夏令营 



20301307 推荐免试 孙志伟 夏令营 

20301318 推荐免试 赵通 夏令营 

20301498 推荐免试 陈镇涛 夏令营 

20302033 推荐免试 纪文菲 夏令营 

20303076 推荐免试 韩玉 夏令营 

20304250 推荐免试 许芬 夏令营 

20301177 推荐免试 阳若淼 夏令营 

20301657 推荐免试 王罗玺 夏令营 

20302228 推荐免试 李婧媛 夏令营 

20303302 推荐免试 陈恩民   

20303428 推荐免试 李世豪   

20303526 推荐免试 郑凯   

20304614 推荐免试 李健   

20305025 推荐免试 董程博   

20306470 推荐免试 苏赢   

20306794 推荐免试 陈源奕 夏令营 

20300420 推荐免试 翁梓锋 燃烧中心 

20304703 推荐免试 杨明烨 夏令营 

20300099 推荐免试 刘伟旻 夏令营 

20300149 推荐免试 程一鸣 夏令营 

20300253 推荐免试 吴思宇 夏令营 

20300392 推荐免试 肖鸿儒   

20300964 推荐免试 张有容 夏令营 

20301096 推荐免试 李传霄 夏令营 

20301102 推荐免试 韩美琳 夏令营 

20301222 推荐免试 裴希哲 夏令营 

20301603 推荐免试 周道林 夏令营 

20301609 推荐免试 邓凯 夏令营 

20303446 推荐免试 白凡龙   

20305318 推荐免试 孙越   

20302654 推荐免试 韩泽宇 夏令营 

20306272 推荐免试 万夏 夏令营 

20300394 推荐免试 肖鑫 夏令营 

20300905 推荐免试 罗明睿 夏令营 

20301926 推荐免试 刘思慧 夏令营 

20302186 推荐免试 姜源   

20303626 推荐免试 罗寅杰 夏令营 

20303958 推荐免试 张昕悦 夏令营 

20300886 推荐免试 梁梓晨 夏令营 

 

注：2020 年车辆与运载学院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名单（清华本校推免生）将在

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 A251 门口公告栏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