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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分分高高校校考考研研调调剂剂可可““全全转转非非””
非全日制研究生首次纳入全国统考，毕业将有双证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陈诗佳

严进严出，考非全
日制研究生难多了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统筹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
工作的通知》表示，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
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政策
和标准，并且，今后将明确区分
全日制研究生与非全日制研究
生。2017年入学的非全日制研
究生，若顺利毕业，将成为拥有
学历证和研究生学位证的“双
证研究生”。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硕士(法学、非法学)公布了复试
分数线。值得注意的是，人大的
复试分数线并没有区分全日制
考生和非全日制考生。在新的规
定里，很多学校并没有规定非全
日制考生的工作年限，应届生可
以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允许
全日制考生向非全日制调剂。比
如人大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
学、法学)研究生复试分数线及
复试办法明确表示：“法律(非法
学)全日制未录取的考生可以申
请调剂到我院非全日制类别。”
同样接受全日制向非全日制调
剂的学校还有武汉大学、天津大
学等等。消息一出，许多报考非
全日制的考生表示“压力山大”。

非全日制考生陈先生告诉
记者：“本来在职的考生在考试
分数上就很难拼得过应届生，现
在再加上调剂名额，真不知道非
全日制考生还能剩多少机会。”
由于国家统一的分数线还没有
发布，很多学校仍未公布复试分
数线，但对于在职考研的人来
说，今年的考研比起往年来难度
大了很多。“之前考过一次在职
研究生没考上，今年又来考，题
目层次确实比较难。”陈先生说。

据了解，很多学校的非全
日制研究生不仅要与全日制考
生用相同的试卷，而且学制与
学习时间相较往年也有所延
长。最重要的是，根据教育部发
布的《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管理有关工作答记
者问》中的回答，为了保障非全
日制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
量，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也会纳入抽检范围，这就意
味着毕业论文的要求会提升。
在这样的规定下，担负着职业
压力与学术压力的非全日制研
究生，要想顺利毕业、得到学
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学费、拨款、奖助
等方面“差别待遇”

虽然在招收条件与培养质
量方面逐渐趋于一致，但是非
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
还存在着很多“差别待遇”。

首先是学位设置方面。教育
部表示，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
据社会需求和培养能力自主安
排已有学位授权点的招生规模。
据记者统计，大部分培养单位设
立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位集中
在工程硕士、MBA、MPA、法律
硕士等专业硕士学位，几乎没有
学术型的硕士学位。同时，非全
日制研究生的学费普遍偏高。

举例来说，山东大学金融
学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费为
30000元/学年，而同专业的全
日制研究生学费为16000元/学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非全日制
法律研究生学费为30000元/学
年，全日制法律研究生学费为
20000元/学年。

对此，教育部表示，《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
完善研究生投入机制的意见》
已明确对研究生拨款、奖助、收
费等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进行
管理。统一规范后，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研究生从计划安排即可
区分开，研究生收费、拨款、奖助
工作更规范，也便于监督管理。

2013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投
入机制的意见》早有规定：“从
2012年起，中央财政对纳入全国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中央高校全
日制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生除
外)安排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如
此看来，按照规定，对研究生的
教育财政拨款、奖助、收费等政
策一般仅限于全日制研究生，而
非全日制研究生目前实行的是
全成本收费制度，因此非全日制
研究生不能享受与全日制研究
生同等的优惠政策。

根据记者统计，大部分学
校，包括山大、清华、北大等，都
规定对于不转档案的非全日制
研究生，学校不安排住宿，而且
不享受研究生奖励资助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可以设立奖
学金。天津大学等学校则规定
非全日制研究生可以申请高水
平论文奖励，原则上不解决住
宿，但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可
以提出申请。

毕业证标“非全日制”
考生担心认可度低

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选
择非全日制的考生而言，最大
的忧虑并不是学费以及奖学
金，而是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毕
业证书上，会标明学习方式———

“非全日制”。教育部的通知规
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
业时，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
教育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
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
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
证书，这就给这份证书的社会
认可度打了一个问号。

虽然教育部文件上明文规
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
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
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
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但
仍有人担心证书上的“非全日
制”会影响自己证书的含金量，
为以后的求职或工作带来麻
烦。有考生表示，当初决定在职
考研就是为了通过研究生学习
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

“非全日制”的标签可能会让用
人单位戴上有色眼镜。

教育部在答记者问中明确
规定：“各培养单位须根据研究
生学习形式和生源特点，制定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
案，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
量。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将纳入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范围。”这
条规定将全日制研究生与非全
日制研究生摆在了平等的位置。
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再“附属”于
全日制研究生的教育模式，拥有
了自己独特的培养方案，对于提
高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专业
能力都有积极意义。

同时，对非全日制研究生
实行“严进严出”政策，致力于
减少饱受诟病的“水货研究
生”，保证高学历人员的素质。
另一方面，新政策对于很多计
划在职考研的考生来说是一个
新的选择。原来很多人如果想
要读一个社会认可度高的研究
生，就不得不选择辞职全心去
考全日制研究生，现在那些既
想接受高等教育又不愿放弃工
作的人，就有了一个两全的选
择。

高联考研执行校长周勇
表示，看如今的趋势，以后报
考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人会越
来越多，对该类毕业生的认
可也需要一个过程，学历的

“含金量”与毕业生的质量密
不可分。在“严进严出”的新
规定下，非全日制读研虽然
难度上升，但是所培养的研
究生的学术层次以及知识水
平一定有明显的飞跃。

本报济南3月5日讯 (记
者 王婷婷 ) 记者5日获
悉，中国共产党山东水利职
业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召
开，大会听取和审议了中国
共产党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委
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
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据悉，中国共产党山东
水利职业学院第二次代表大
会全面回顾了升格高职十五
年来学校取得的各项成绩和
办学经验，分析了当前学校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明确了
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工作
目标和任务措施，客观总结
了学校十五年的发展成就。

本报济南3月5日讯 (记
者 周国芳) 日前，由人社
部、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
大型职业技能竞技节目“中
国大能手”(第三季)在山东
启动。据了解，本赛季竞技项
目包含焊接、蛋糕制作、汽车
修理、数控加工、机器人、餐
厅服务、砌筑、挖掘机、珠宝
镶嵌及安保等十个行业。

启动仪式上，摆放在舞

台中部、代表山东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面塑饽
饽，引起了主持人的关注。

来自山东省城市服务技
师学院的面点大师刘宗艳介
绍，面塑饽饽在胶东一带俗称
花饽饽，原料主要是面粉，制
作过程比较复杂，非常讲究技
巧，包含揉、捏、压、搓、切、刻、
划、塑等多种技法，体现创作
者的巧妙构思和细腻手法。

本报济南3月5日讯 (记者
王婷婷) 2月27日，一笔来

自山东英才学院的爱心捐款被
送到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重
症监护病房，患者罗栋所在的
山东英才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副
院长杨庆年等老师代表学校专
程来看望他。

据介绍，罗栋是该院一名
大三学生，今年2月初，罗栋感
觉头疼、呕吐、手脚发麻、走路

不稳，经诊断是左额叶脑出血
破入脑室，脑疝。罗栋现在淄博
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已做了
两次手术，目前还在重症监护
室观察，前期花费15万元，后续
治疗和康复还需要巨额资金。

得知罗栋的病情及家庭情
况后，学校师生发起爱心捐款
活动。夏季亭院长号召全校师
生为罗栋捐款，学校通过官方
微信、微博平台将罗栋生病需

要救助的消息发布出来，并把
捐款方式予以公告，还通过新
闻媒体寻求社会爱心人士为罗
栋捐款。从罗栋通过众筹募捐
的平台上可以看到，至2月27日
晚，募捐款项已经接近9万元。

据悉，罗栋现在依然在重
症监护室中，但病情已经有所
好转。英才学院将持续关注罗
栋的病情，尽力为他和他的家
人提供帮助。

本报济南3月5日讯 (记者
王丛丛) 记者5日获悉，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及欧莱雅中国
共同宣布，授予十位年轻女科
技工作者第十三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全国妇联主席沈

跃跃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
颁奖。

这十位获奖者是从111个
单位提名的215位有效候选人
中评选出来的，本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还表彰了2016年
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的5名
入选者。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每
年评选十位在基础科学领域和
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
果的、4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女科
学家，其中，至少有1名(不限于1
名)来自西部地区，并向每人颁
发奖金10万元人民币。13年来，共
有115位女性获得此项殊荣。

近日，各高校陆续公布2017年考研初试成绩。去年底开考的
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达到“史上最高”的201万，
首次突破 200 万人，比 2016 年的 177 万报考人数增长 13 . 6%。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全日制研究生首次纳入全国统考。考研复试提
上日程，部分高校部分专业全日制未录取者可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

十十位位女女性性获获中中国国青青年年女女科科学学家家奖奖

众众筹筹近近99万万元元帮帮助助重重病病同同学学
山东英才学院发起爱心捐款活动

山山东东水水利利职职业业学学院院
召召开开第第二二次次党党代代会会

“中中国国大大能能手手”山山东东启启动动

2016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山东师范大学考点，考生入场。（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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