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2017年临床医学类（含影像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复试安排表
临床医学类各专业（学科）进入复试名单详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网页公告。请考生在准备参加
复试前，注意以下事项：
1、经招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英语成绩达到初试基本要求的考生材料进入网评；按照英语和材料评
审成绩各占50%得出各位考生的综合评分（满分为100分）；进入复试基本要求为综合评分不低于50分
。各学科专业组按照招生计划与复试人数1:1.2-1.5的比例，依据综合评分由高往低的原则确定复试
名单。
2、进入复试的考生需携带下列材料，材料不全不能参加复试，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负。面试
前进行证件核验工作，在面试中专家会核实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材料审核采取诚信一票否决制。被确
定拟录取的考生需将所有材料复印件上交复试组秘书归档，并核对录取类别（非定向、定向）。

2.1 统考生

a.请下载一份上海医学院博士复试提交材料清单（封面），填写后附在材料的首
页，按照清单的顺序整理好一份网上提交材料的纸质版，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b.《2017年报考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报名登记表》和《专家推荐信》；c.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及复印件；d.应届生的学生证原件（有效注册章）或学信网学籍认证报告
或学校签章的在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e.往届生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和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f.持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
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

a.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b.学生证原件（有效注册章）或学信网学籍认
证报告或学校签章的在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c.《培养手册》、《专家推荐信》、
2.2 硕博连读生
《转博考核表》；d.成绩单、其他相关论文、相关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等。
3、进入复试名单且面试成绩没有不及格的考生才能进行二级学科内的调剂。
4、拟录取名单经复旦大学审核批准后，各录取单位约在5月底邮寄调档函和政审表到考生所在单位
或学校。录取单位收到考生人事档案和政审表后将寄发录取通知书给考生。若考生所登记的联系地址
有变动，请提前与录取单位联系。
5、新生入学后，再参加体检。
6、各专业复试安排详见下表。
复旦大学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
2017.4.14
复试时间2017年4月14日－4月24日
专业

类别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沈阳路128号妇产科
4月19日上午8:30笔
医院杨浦院区教学楼
试
302教室
王诚洁13816676410/021人类和医学分子遗传学
沈阳路128号妇产科 63450944
4月19日下午13:30
医院杨浦院区教学楼
面试
301教室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月17日上午8:30
科学学位
免疫学

东安路130号7号楼3
楼会议室

4月18日上午8:30笔
东安路130号13号楼
试； 4月19日上午
808会议室
8:30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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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13651660759

张伟娟021-54237093

科学学位

病原生物学

4月19日上午9:00东安路131号治道楼
11:00笔试，下午
413室
13:00面试

医学信息学

4月20日上午

东安路130号13号楼
1004会议室

专业基础统
4月17日上午8:00专
一笔试，内
东安路130号第二教
业基础（内科学）
科学全体复
学楼2301教室
试考生参加 笔试

王菲菲021-54237219，邮箱
wangfeifei@fudan.edu.cn
高立希 13917635567

孙剑勇13601724106

专业笔试：4月17日 中山医院16号楼2楼
14:00
心脏介入中心会议室
心内科

沈雳
面试：4月18日
13:30

呼吸科

中山医院16号楼15楼
中庭会议室

专业笔试:4月17日
14:00，面试：4月 中山医院9号楼4楼小
叶伶13764649612
18日9:00
会议室

专业笔试：4月17日
消化科/肝 10:00-12:00，面 中山医院3号楼4楼二
李蕾13761481310
内
试：4月17日14:00 十四病房示教室

科学学位

内科学
（部分科
室可能存
在变化，
具体时间 肾内科
安排以秘
书电话通
知学生时
为准。）

专业笔试：4月18日 中山医院血透室4楼
13:00-15:00
会议室
俞小芳18616880986
面试：4月18日
15:00

中山医院2号楼3楼第
三示教室

专业笔试：4月17日
内分泌/老 10:00-12:00，面 中山医院3号楼3楼二
赵琳13917902849
年科
试：4月17日14:00 十三病区患教室
专业笔试：4月17日
传染/抗生 14:00-16:00，面 华山医院感染科5号
素
试：4月17日16:00 楼5楼会议室

朱浩翔13918065472

专业笔试：4月17日 华山医院8号楼410教
14:00
室
血液科

风湿科

儿科学

面试：4月18日
14:00

秦文娇15821728801
华山医院花园大厅

专业笔试：4月19日
16:00，面试：4月 华山医院3号楼9楼会
薛愉18918760187
19日17:00
议室
4月17日上午9:00儿科医院8号楼8楼
12:00笔试，4月18
8822教室
日上午9:00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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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薇021-64931916

老年医学

4月20日上午8:00笔 延安西路168号311会
王姣锋021-62483180-28340
试，上午10:30面试 议室

神经病学

4月17日上午8:00

华山医院2号楼14楼
会议室

陈嬿021-62483421

皮肤病与性病学

4月17日下午13:30

华山医院门诊8楼会
议室

张成锋1381762977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4月18日上午8:30笔 中山医院11号楼3楼
试，下午13:30面试 大厅集中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影 4月18日上午8:30笔 中山医院11号楼3楼
像所）
试，下午13:30面试 大厅集中
临床检验诊断学

4月21日上午8:30

中山考场肝
4月18日上午9:00
外科组

华山医院3号楼五楼
会议室

梁亮13916557834

吴东

田月如 15921788057

中山医院东院区16号
楼13层中间会议室

中山考场普
中山医院西院区1号
4月19日下午13:00
外科组
楼13楼1105室
中山考场胸
中山医院西院区1号
心外科、血 4月19日下午14:00
楼16楼会议室
管外科
科学学位

中山考场骨
科、泌尿外
中山医院西院区1号
4月18日下午13:00
科、整形外
楼612房间
科组
外科学

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
华山考场普
4月20号下午14:00 山医院8号楼1楼外科
外科组
实验室办公室

项建斌

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
华山考场神
4月18日下午14:00 山医院6号楼10楼会
经外科组
议室
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
华山骨科组 4月20号下午16:00 山医院2号楼13楼骨
科会议室
华山显微外
4月24号上午8:30
科组

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
山医院8号楼5楼会议
室

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
华山考场泌
4月17日下午15:30 山医院2号楼8楼泌尿
尿外科组
外科会议室
妇产科学

眼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4月19日上午8:00- 沈阳路128号妇产科
王诚洁13816676410/02116:00笔试，4月20 医院杨浦院区教学楼
63450944
日下午13:00面试 302教室
汾阳路83号眼耳鼻喉
4月18日上午8:30笔
科医院门诊6楼第二 张雯婕021-64377134转962
试，下午13:30面试
会议室
汾阳路83号眼耳鼻喉
4月21日上午8:30笔
科医院门诊6楼第二 张雯婕021-64377134转962
试，下午14:00面试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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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位

肿瘤学 （放疗组除
外）

4月20日上午8:30笔 肿瘤医院2号楼5楼小
谷圣美021-64031696
试，下午13:30面试 报告厅

肿瘤学（放疗组）

4月20日上午8:30笔 面试：肿瘤医院1号
试，4月19日下午 楼5楼534；笔试：2
13:30面试
号楼5楼小报告厅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4月18日下午13:30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
15:30笔试，15:30姜从玉13162680812
山医院8号楼407教室
17:00面试

运动医学

4月19上午8:00

华山医院8号楼306室 蒋佳 13524640386

麻醉学

4月18日下午14:00

中山医院10号楼6楼
会议室（5楼等待）

临床口腔医学

4月18日下午14:00

华山医院六楼口腔科
张欣15821887819
专家门诊主任办公室

中西医结合临床

笔试：乌鲁木齐中路
4月19日上午9:00笔 12号华山医院花园大
李文伟13564189165
试，下午13:30面试 厅 面试：6号楼4楼
小会议室

全科医学

4月17日上午8:30笔 中山医院门诊大楼A
试
楼10楼53病房会议室

谷圣美021-64031697

金琳021-64041990人工转麻
醉科

寿涓

4月17日下午14:00 中山医院门诊大楼A
面试
楼7楼50病房会议室

专业学位

临床药学

待通知

待通知

中山医院各招生专业

4月18日上午8：30

中山医院5号楼211会
陈旻敏64041990-2120
议室

华山医院各招生专业

4月14日下午14:00

华山医院8号楼3楼机
朱春燕52888051
房

肿瘤医院各招生专业

4月20日上午8:30

肿瘤医院2号楼5楼小
谷圣美021-64031696
报告厅

儿科医院各招生专业

4月17日上午9:00儿科医院8号楼8楼
12:00笔试，4月18
8822教室
日上午9:00面试

李中东13917635648

邱文薇021-64931916

4月19日上午8:00- 沈阳路128号妇产科
王诚洁13816676410/021妇产科医院各招生专业 16:00笔试，4月20 医院杨浦院区教学楼
63450944
日下午13:00面试 302教室
眼耳鼻咽喉科医院各招 4月21日上午8:30笔 汾阳路83号眼耳鼻喉
科医院门诊6楼第二 张雯婕021-64377134转962
生专业
试，下午14:00面试
会议室
华东医院各招生专业

4月20日上午8:00笔 延安西路168号311会
王姣锋021-62483180-28340
试，上午10:30面试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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