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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纺织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武汉纺织大学始建于 1958 年，初名武汉纺织工学院，1999 年更名为武汉科

技学院，2010 年更名为武汉纺织大学。 

    学校秉承“崇真尚美”的校训，树立“现代纺织、大纺织、超纺织”的理念，

坚持“一元领先，多元并进，突出特色，竞争发展”的学科建设思路，确立了“专

业嵌入产业链，产业哺育专业群”的开放办学路径，形成了纺织与材料、环境与

化工、机电与信息、艺术与人文、管理与经济、理学基础等六大学科群，已发展

成一所多学科协调发展、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普通高等院校。 

学校现有 8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1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7个

二级学位授权点），并拥有金融硕士、工程硕士（7个领域）、工商管理硕士、

会计硕士和艺术硕士等专业学位授权。学校共有 15个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拥

有近 400 名硕士生导师，45名兼职博士生导师，在校研究生 1000 余人。 

学校围绕学科特色，汇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导师队伍。拥有双聘院士 1人，国

家“千人计划”、“外专千人计划”各 1人，“长江学者”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人选 2人，湖北省“百人计划”8人，还有一批“楚天学者”和“阳光

学者”。 

学校拥有“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先进纺纱织造及清洁生产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纺织印染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微波无极紫外光催化氧化技术产业化国家级重大科技成

果产业化基地”等 4个国家级重点基地，以及“纺织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纺织印染清洁生产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 23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相

继承担国家基金项目、“973”、“863”项目和重点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重点

科研课题 100 余项，在天然纺织材料、生物医用纺织材料、能源复合材料的制备

与加工、先进纺织成形理论与技术、苎麻清洁生产等领域的研究走在国内前列。

学校连续两次获批湖北“2011 协同创新计划”，并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工程（小“211”）。近年来，学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5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项），省部级科技奖 60余项。 

学校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不断强化国际化

办学理念，拓展国际化办学方式，优化国际化办学模式。学校与澳大利亚迪肯大

学、捷克利贝雷兹科技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同时招收有俄罗斯、日

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多个国家的留学研究生。 

热忱欢迎广大有志青年报考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招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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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校是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武汉地区社会报考点（武汉纺织大学

考点代码：4222），可接受武汉地区未设报考点的招生单位的考生报名，同时接

受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报考省外单位的考生报名，但不接受报考中国科学院及其所

属各研究所的考生报名。 

（二）我校 2016 年招收全日制学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具体招生专业/

类别（领域）请查看《武汉纺织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见附件）。 

（三）报考我校工商管理硕士（125100）、会计硕士（125300）、设计学

（130500）、艺术硕士（135100）等专业/类别（领域）的考生，必须选择我校为

报考点，在我校进行现场确认并参加考试。 

 

二、报考条件 

考生报考时须按照国家规定并结合自身状况确定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因不符

合报考条件而导致不能被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一）报考学术型学位硕士研究生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016 年 9月 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

的本科毕业证书。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

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的本科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 2016 年 9

月 1日，下同）或 2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我校根据

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5.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报名参加工程硕士中的项目管理（085239）、工商管理硕士（125100）的

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第 1、2、3各项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

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年或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

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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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参加除工商管理硕士（125100）、工程硕士中的项目管理（085239）

外的其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三、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二者缺一不可。 

（一）网上报名 

1.网上报名时间：2015 年 10 月 10 日至 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

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应届本科生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每天 9:00—22:00）。考生报名时，应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

专业。 

2.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 

3.注意事项：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

提交报名信息 3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

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二）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2015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每天 8:30—16:30）。逾期不

再补办。 

2.现场确认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民族大道 227 号武汉纺织大学（南湖校

区）。 

3.注意事项： 

（1）考生须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

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进

行资格审查、现场缴费和采集图片信息等。 

（2）在 2016 年 9 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

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

证明方可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3）考生要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

认后一律不做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均有其自行承担。 

（三）准考证打印 

准考证打印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8 日。 

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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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4 纸）。《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

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四、考试 

（一）初试 

1.初试时间：2015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考试时间为 3—6 小时的科目，

安排在 12月 28 日进行考试。考场安排见《准考证》。 

2.初试科目：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外国语（100 分）和两门业务课（各

150 分），考试时间均为 3小时。工商管理硕士（125100）、会计硕士（125300）

初试科目设两个单元，即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200 分）、外国语（100 分）。 

（二）复试 

1.复试时间：2016 年 4 月上旬。复试具体时间和内容、形式以报考学院通

知和学校研究生处网站的通知为准。 

2.复试内容：①专业课笔试、综合素质面试等形式对考生的学科背景、基本

素质、操作技能、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察；②外语能力测试，以听说方

式进行；③同等学力/跨专业考研考生加试两门所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④

工商管理硕士（125100）、会计硕士（125300）两个专业/类别须加试政治理论；

⑤其他学校或学院复试时规定的内容。 

 

五、学费与奖助政策 

（一）学费标准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

见》(财教〔2013〕19 号)文件要求，我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

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工商管理硕士（125100）、会计硕士（125300）学费收取

标准以湖北省物价局批复为准，其他各专业/类别（领域）学费标准均为 8000

元/生/学年。 

（二）奖助政策 

1.我校研究生奖助体系健全，设有国家层面、行业层面、社会层面及学校层

面等四大类共 10 余种奖助学金。详情如下： 
奖助

类别 
奖助名称 奖助额度 面向对象 覆盖面 

学校

层面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 10000 元/人/年 

所有专业研究生 

20% 

二等奖 8000 元/人/年 30% 

三等奖 6000 元/人/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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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4000 元/人/年 20% 

研究生生活补贴 6000 元/人/年 所有专业研究生 100% 

研究生业务费 1000 元/人/年 所有专业研究生 100% 

单项奖（学）

金 

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1000 元/人 

所有专业研究生 10% 

优秀研究生干部奖金 所有研究生干部 10% 

优秀毕业生奖金 所有专业研究生 10% 

活动积极分子奖金 所有专业研究生 10% 

研究生“三助”津贴 2400 元/人 所有专业研究生 70% 

国家

层面 
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人 所有专业研究生 5% 

行业

层面 
纺织之光奖学金 8000 元/人 

纺织、服装、机械

等专业研究生 
5名 

社会

层面 

攀登奖学金 2000 元/人 
所有专业二、三年

级研究生 
5名 

立达奖学金 3000 元/人 
纺织专业二年级

研究生 
2名 

2.学校同时实施“四鹰计划”，符合相关条件者均可申请相应奖助： 

奖助 

类别 
奖助名称 奖助额度 面向对象 覆盖面 

雏鹰 

计划 

优秀生源奖

学金 

一等奖 5000 元/人 

所有专业一年级

新生 

符合条

件者均

可 

二等奖 3000 元/人 

三等奖 2000 元/人 

“3+1+2”工程 
2000-5000元

/项 
优秀本科生 20 项 

飞鹰 

计划 

研究生创新

基金 

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3000-5000元

/项 
所有专业研究生 

10%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 10% 

研究生高水平论文培育项目 10% 

精鹰 

计划 
研究生实践精英奖学金 4000 元/人 所有工程硕士 10% 

雄鹰 

计划 
博士预科基金 5000 元/人 

博士点建设专业

三年级学术型学

位研究生 

符合条

件者均

可 

 

六、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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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本简章涉及内容与国家政策发生冲突，则以国家政策为准； 

（二）本简章中各专业所列拟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

达给我校的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为准； 

（三）未尽事宜，可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咨询，也可登录武汉纺织大学

研究生处网站查询，并随时关注网上公布的最新招生信息。招生相关政策和招生

专业目录均以武汉纺织大学研究生处网页上公布的最新版本为准。 

    单位代码: 10495 

    单位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阳光大道 1号 

    邮政编码: 430200 

    单位网址: http://gs.wtu.edu.cn 

    联系部门: 武汉纺织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 027-59367495、59367500 

    联系人: 崔老师、任老师 

     

    附件： 

       武汉纺织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