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考生： 

热烈欢迎您向我校提出调剂申请！ 

《云南中医药大学 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

复试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已经确定并公布，目前部分专业尚有复试缺

额，需要接收调剂考生。现将我校 2019 年调剂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调剂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以推动我校研究生招生内涵式发展为目的，以保证质量、

激发各二级学院培养活力为导向，以优化生源结构、服务需求为重点，

依法依规开展 2019年硕士研究生调剂选拔工作。 

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

生，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不得简单以

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据。 

 

 



二、调剂缺额及成绩等学术性要求 

（一）普通调剂考生 

学院 

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类别 

调剂 

人数 
初试成绩要求 学术要求 

基
础
医
学
院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学术学位 6 

总分≥295 

政治理论≥39 

英语≥45 

单科（满分＞100）≥

117 

1.本科毕业专业：中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傣医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

业原则上相同或相近 

3.有学士学位证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学术学位 6 

100505 中医诊断学 学术学位 3 

1005Z1 中医心理学 学术学位 3 

1.本科毕业专业：医学类、心理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

业原则上相同或相近 

3.有学士学位证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

础 
学术学位 28 

1.本科毕业专业：中医学、中药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西

医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

业原则上相同或相近 

3.有学士学位证 

护
理
学
院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

理 
学术学位 4 

总分≥295 

政治理论≥39 

英语≥45 

单科（满分＞100）≥

117 

1.本科毕业专业：护理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

业原则上相同或相近 

3.初试科目要求：中医综合、西医

综合、护理综合 

4.有学士学位证 

105400 护理 专业学位 13 

总分≥295 

政治理论≥40 

英语≥45 

单科（满分＞100）≥

120 

1.本科毕业专业：护理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

业原则上相同 

3.有学士学位证 

第
三
附
属
医
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方向：急症、

老年病、肺病） 

专业学位 7 
总分≥295 

政治理论≥39 

英语≥45 

单科（满分＞100）≥

117 

1.本科毕业专业：中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105701中医内

科学 

3.有学士学位证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

床 

（方向：内科、

骨伤科） 

专业学位 10 

1.本科毕业专业：中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105709中西医

结合临床 

3.有学士学位证 



民
族
医
药
学
院 

100513 民族医学 学术学位 6 

总分≥295 

政治理论≥39 

英语≥39 

单科（满分＞100）≥

117 

1.本科毕业专业：中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傣医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业

原则上相同或相近 

1008Z1 民族药学 学术学位 5 

总分≥295 

政治理论≥40 

英语≥40 

单科（满分＞100）≥

120 

1.本科毕业专业：中医药类、傣医

学 

2.一志愿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业

原则上相同或相近 

中
药
学
院 

100800 中药学 学术学位 11 总分≥295 

政治理论≥40 

英语≥40 

单科（满分＞100）≥

120 

本科毕业专业或一志愿报考专业：

中药学、药学相关专业 100703 生药学 学术学位 1 

105600 中药学 专业学位 20 本科毕业专业或一志愿报考专业：

中医药学、医学、化学、生物、食

品等相关专业 105500 药学 专业学位 12 

 

（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调剂考生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进入

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与“教育部 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考生进入复试的二区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中“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

策的考生”要求相同。 

我校各专业均可接收退役大学生专项计划调剂考生。 

三、其他调剂要求 

1.所有参加调剂复试的考生初试成绩必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

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并达到我校申请调入专业的

复试成绩要求。 

2.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中医学［1005］、中西医结合［1006］、

中医［1057］专业）的考生若调出本类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达

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 

3.第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中医学

［1005］、中西医结合［1006］），其初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

的非照顾专业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4.报考中医［1057］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按相关政策

调入其他专业，报考其他专业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中医［1057］专业学

位。 

5.第一志愿报考中药类、药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不

可调入学术学位。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

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

学位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

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报考

条件的，可申请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我校确定

的接受“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调入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

初试加分政策。 

7.调剂考生初试科目与申请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

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 

8.我校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指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

后满 2年或 2年以上的考生、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的调剂申



请，只接受全日制本科相关专业考生的调剂申请。 

9.我校第一志愿不招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培学员，也不接

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培学员的调剂。 

1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在院校培养和协议规定的服务期

内，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属违约行为。我校第一志愿不招

收也不接收此类学生的调剂。 

四、调剂时间 

学院名称 开放调剂系统时间 关闭调剂系统时间 

基础医学院 3月 23日 9:00 3月 25日 9:00 

护理学院 3月 23日 9:00 3月 25日 9:00 

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市中医医院） 3月 23日 9:00 3月 23日 21:00 

中药学院（学术学位） 3月 23日 9:00 3月 23日 21:00 

中药学院（专业学位） 3月 23日 9:00 3月 25日 12:00 

民族医药学院 3月 23日 9:00 3月 25日 9:00 

五、注意事项 

（一）我校根据生源情况及实际复试录取情况，及时通过“全

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以下简称“调剂系统”）及研究生处主

页公布接收调剂的专业、缺额信息及调剂要求。考生在申请调剂前，

应充分了解我校的调剂工作办法，奖助、就业等方面的政策。 

（二）所有申请调剂的考生（各加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

政策考生可除外）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调剂系统进行调剂。未通过

该系统调剂录取的考生一律无效。 



（三）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综合考虑我校调剂复试工作安排，

我校设定调剂系统锁定时间为 36 小时。请考生慎重填报调剂志愿，

以免造成不符合我校调剂条件而误填报我校耽误调剂时间。 

（四）调剂考生应仔细核对是否符合各二级学院提出的接收调

剂专业的报考条件，且保证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对不符合我校调剂

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复试资格。若因不符合我校调剂

要求或弄虚作假而造成无法复试或者无法通过上级招考部门录取检

查的，由考生自行负责。 

（五）我校将在调剂系统关闭后 1-2 日内择优选择调剂考生进

入复试，并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向获得复试资格的考生发送复试通

知，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该网站进行确认，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

已接收了其他招生单位复试通知的考生，我校不再发送复试通知，请

考生慎重考虑。 

（六）各二级学院复试时间请考生及时关注研究生处主页。 

（七）经复试合格的拟录取调剂考生，我校将通过研招网调剂

系统发送待录取通知，调剂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最长不超过 12 小

时）内进行确认，不按时接收通知的，我校将取消其拟录取资格，递

补录取其他考生。 

（八）我校未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代理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请考生按照本公告提供的联系方式与我校相关二级学院直接联系，谨

防上当受骗。 

（九）其他未尽事宜以《云南中医药大学 2019年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为准。 

 

 

六、联系方式 

二级学院名称 工作人员 办公电话 

1.基础医学院 李老师 0871-67468882 

2.临床医学院 华老师 0871-66280015 

3.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谢老师 0871-65918169 

4.民族医药学院 尹老师 13987120146 

5.中药学院 庄老师 0871-65918127 

6.护理学院 张老师 0871-65918223 

7.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市中医医院） 魏老师 0871-63125335 

8.校研招办 陈老师 0871-65918241 

 

 

 

云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   

2019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