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三峡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公告 
 

各位调剂考生: 

按照教育部和重庆市相关要求，为做好我校 2021 年硕士研

究生调剂工作，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学校简介 

重庆三峡学院始建于 1956 年，现坐落于千年古城、移民之

都——重庆市万州区，是三峡库区腹地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应用型

本科院校（学校代码 10643）。2013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历经 60 余年发展，学校成为重庆市首

所倡导“绿色教育理念”、力推“绿色教育产教融合”的本科高校。

现已形成以工学、文学、管理学为主要学科门类，理学、农学、

经济学、教育学、法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

体系，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

格局。学校是全国智慧校园建设试点单位、中美应用技术教育“双

百计划”成员单位、重庆市教育信息化示范单位、重庆市高校美

育改革和发展实验校。 



 

学校现有 18 个二级学院，全日制在校本科及以上学生 2 万

余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840 余人。有 62 个本科专业，4 个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农林经济管理），4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教育硕

士、农业硕士、土木水利硕士、旅游管理硕士）。有中国语言文

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数学等 6 个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三五市级重点学科

（含重点培育学科）。 

二、接收调剂专业与调剂名额 

招生专业 招生学院 
调剂 

名额 

联系方式 

050101 文艺学 

（学术学位） 

文学院 32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8223932166 

邮箱：755724097@qq.com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学术学位）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学术学位）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学术学位）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术学位） 



 

招生专业 招生学院 
调剂 

名额 

联系方式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学术学位） 00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

院 
30 

联系人：潘老师 

联系电话：17783442528 

邮箱：peasher@qq.com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学术学位） 

0809Z1  机电系统电子技术 

（学术学位） 
004 机械工程学院 3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15923400863 

邮箱：794605624@qq.com 

0809Z2  非线性电子学 

（学术学位） 
005 数学与统计学院 3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15923847249 

邮箱：10961501@qq.com 

083001  环境科学 

（学术学位） 00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

院 
34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7764800910 

邮箱：cshcsh1975@qq.com 
083002  环境工程 

（学术学位）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学术学位） 
012 财经学院 30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13594414554 

邮箱：1328020387@qq.com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专业学位） 
007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联系人：阎老师 

联系电话：15730020873 

邮箱：458797381@qq.com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专业学位） 
005 数学与统计学院 18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15923847249 

邮箱：10961501@qq.com 



 

招生专业 招生学院 
调剂 

名额 

联系方式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专业学位） 
015教师教育学院 7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18680921086 

邮箱：644259957@qq.com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专业学位） 

00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

院 
8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7764800910 

邮箱：cshcsh1975@qq.com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专业学位） 

008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

院 
14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18734897443 

邮箱：303153432@qq.com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 

（专业学位） 
010 体育与健康学院 8 

联系人：佘老师 

联系电话：18716504388 

邮箱：1550807956@qq.com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专业学位） 
011 美术学院 15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7782312714 

邮箱：1160714577@qq.com 

095131 农艺与种业 

（专业学位） 

008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

院 

27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18734897443 

邮箱：303153432@qq.com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专业学位） 
20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专业学位） 
16 

mailto:303153432@qq.com


 

招生专业 招生学院 
调剂 

名额 

联系方式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01农业信息化 

（专业学位） 

01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24 

联系人：冯老师 

联系电话：023-58105026 

邮箱：

yumingfeng25928@163.com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02农业机械化 

（专业学位） 

004 机械工程学院 20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15923400863 

邮箱：794605624@qq.com 

095137 农业管理 

（专业学位） 
012 财经学院 

13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13594414554 

邮箱：1328020387@qq.com 
095138 农村发展 

（专业学位） 
14 

085900 土木水利 

（专业学位） 
014土木工程学院 15 

联系人：冉老师 

联系电话：15730521984 

邮箱：1239564330@qq.com 

125400 旅游管理 

（专业学位） 
016工商管理学院 18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17783487396 

邮箱：370195495@qq.com 

调剂名额以研招网调剂系统公布数据为准。 

三、调剂条件 



 

（一）考生须符合《重庆三峡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简章》（网址：https://www.sanxiau.edu.cn/yjsy/info/1063/4831.htm）

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有关报考要求。 

（二）考生初试成绩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对 A 类考生

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三）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

学科门类范围内。 

（四）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

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 

（五）教育部《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https://yz.chsi.com.cn/kyzx/jybzc/202009/20200904/1972918872.

html）第六十二条“考生调剂基本条件”中规定不得调剂到相应专

业的考生，不得调入我校。 

（六）符合教育部、重庆市及相关招生学院关于调剂的其它

规定。 

四、调剂程序 

（一）调剂申请：我校硕士研究生调剂系统第一次开放时间

预计为 2021 年 3 月 22 日开启。调剂志愿解锁时间统一为 36 小

时。调剂考生复试具体时间由各招生学院另行通知具有复试资格

的考生。 



 

调剂指标仍有余额的专业将视情况继续开放调剂系统。具体

时间由各招生学院另行通知具有复试资格的考生。 

请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研招网“2021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https://yz.chsi.com.cn/yztj/），按

要求填报调剂信息。最终调剂申请以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调剂系统登记的申请为准。 

（二）学校确定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并通过研招网调剂系

统向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三）考生须在 12 小时内登录调剂系统并确认复试通知。

逾期未确认复试通知的，视为放弃复试资格。 

（四）参加复试。复试按照《重庆三峡学院 2021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进行。 

（五）学校审核考生拟录取资格，并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向

考生发送拟录取通知。 

（六）考生须在 12 小时内登录调剂系统并确认拟录取通知。

逾期未确认拟录取通知的，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 

五、学制、学费和住宿费标准 

1.学制。3 年。 

2.学费。目前执行学费标准：学术学位，7000 元/年；专业

学位，9000 元/年。若有变化，以重庆市物价局核定金额为准。 



 

3.住宿费。按照学校当年住宿费收费标准执行。 

六、奖助政策 

按国家及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七、其他 

学校名称：重庆三峡学院 

学校代码：10643 

部门名称：重庆三峡学院研究生处 

部门网址：http://www.sanxiau.edu.cn/yjsy/ 

联 系 人：佟老师 

电    话：13896308382 

邮    箱：41583737@qq.com 

通信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天星路 666 号 

邮政编码：404100 

未尽事宜，按照教育部及重庆市政策执行。 

本信息解释权归重庆三峡学院研究生处。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调剂到重庆三峡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重庆三峡学院 

2021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sanxiau.edu.cn/yjsy/
mailto:41583737@qq.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