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研究生资格审查材料

思想政治情况

表（报名时提

交的，盖章版）

第二代

身份证

英语六级

或日语四

级证书

学历证 学位证 研究生证

少干人

才计划

考生登

记表

近两年

发表核

心论文

2 篇

博士
考生

应届生 √ √ √ —— —— √ —— ——

往届生 √ √ √ √
（硕士）

√
（硕士） —— —— ——

非全日制 √ √ √ √
（硕士）

√
（硕士） —— —— √

少干计划 √ √ √ √
（硕士）

√
（硕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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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素质和能力考核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本人近期

一寸照片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

报考学院

硕士毕业学校 报考导师

硕士阶段学习

及科研情况自

述

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如发表

论文、参加课题

等科研情况，限

三项可附复印

件）

报考专业以外

的学习、参加社

团及社会实践、

志愿者情况（限

填三项，可附相

关证明材料）

在校获得的较

高奖励（限填三

项）

考核意见

（考生不需填

写） 签字：

日期：

备注：

（1）此表是博士研究生复试依据之一，请考生如实填写，并附相关材料复印件于资格

审查时提交（只交复印件）。如有弄虚作假者，取消考生复试和录取资格。

（2）此表将由资格审查小组提交复试小组，作为综合面试参考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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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科研情况表

姓 名 性 别 考生编号

英语六级成绩 日语四级成绩 报考类型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硕士毕业院校、专业 硕士毕业年月

硕士导师 工作单位（或档案所在地）

硕士学位论文题目

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资助金额 起止时间 参与情况 备注

发表论文

论文名称 次序 发表时间 期刊名称及影响因子 收录情况

出版著作

著作名称 次序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时间 备注

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排名 获奖时间

备注：

（1）表中的填写内容必须附上相应的证明材料来支持，否则不予认定；

（2）参与或主持课题需要提交科研项目的立项或结题证明复印件；

（3）发表论文须提交论文的复印件；影响因子填写该期刊在 CNKI 的综合影响因子；

（4）著作证明须提交编委页复印件；奖项证明须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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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陈述与自我评价

请用大约 1500 字介绍你的学术背景、报考专业的知识储备和曾经做过的研

究工作，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学习计划和研究设想，并做自我评价。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备注：

（1）请各位考生手写填表。

（2）并在表格右下角，手写签名与考生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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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学院联系方式

学 院 地 址 电子邮箱 部 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医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院中医学院A座240
zyxyyjs2020@163.com 研究生办公室 胡老师 01053912018

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院中医学院B座424
bucmskyzs@163.com 综合办公室 钟老师 01053912159

临床医学院（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5号东直门医院

教学楼二层
dongzhimen2018@163.com 教育处研究生办 林老师 01084018044

临床医学院（东方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一区6号东方医

院东楼南侧二层
dfyjsk@126.com 教育处研究生办 王老师 01067687311

临床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北里43号渔阳置

业大厦B401
bzysyyjs@126.com 教育处研究生办 马老师 01084982669

临床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中日友好医

院教学楼304
luoxue0905@163.com 教育处 李老师 010-84205526



临床医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北线阁5号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gamyyjyc@163.com 教育处 吴老师 010-88001830

临床医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操场1号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
xyyyjyc@126.com 教育处 张老师 010-62887973

临床医学院（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小取灯胡同5号院206 北京

中医医院
bjzyyyyjs@sina.com 教育处 王老师 010-64032860

临床医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医院行政楼303 1214670786@qq.com 教育处 侯老师 010-84730056

中药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院天心楼C座210
zyxyyjs@bucm.edu.cn 综合办公室 韩老师 01053912101

针灸推拿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北京 中医药

大学东院针灸推拿学院320
zhentuixuewei@163.com 研究生办公室 李老师 01053912204

临床医学院（深圳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城大运路1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科教楼

三层

lgqzyykjk@163.com 科教科 陈老师
0755-28338833

转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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