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三峡学院 2018年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单位代码：10643    地  址：重庆市万州区天星路 666 号   邮政编码：404000 

联系部门：研招办       电  话：023-58105711       传  真：023-58105711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

政）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2 思想政治学科

教学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思想政治教学综合基础

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课程与教学论 

0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人：汤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2359   

E-mail:252196608@qq.co

m 

045103  学科教学（语

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3 中文基础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评论与写作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01 文学院 

联系人：雷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105613    

E-mail: 

3074842855@qq.com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1 现代汉语 

02 文学概论 

045104  学科教学（数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4 数学学科基础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数学教育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

试： 

01 数学分析 

02 高等代数 

005 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5775；

15923446035   

E-mail:wanglw08@163.co

m 

045106  学科教学（化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

905 化学（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化学教学论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无机化学 

02 有机化学 

00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联系人：任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2261   

E-mail:sxxyhh@yeah.net 

045107  学科教学（生

物）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08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6 中学生物教学

论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生物教学论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植物生物学 

02 普通动物学 

联系方式：023-58102522     

E-mail: 

105104101@qq.com 

015108  学科教学（英

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 普通心理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高级英语 

02 英汉翻译 

009 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方式：023-58102173    

E-mail: 

2234814234@qq.com 

045112  学科教学（体

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 普通心理学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含

专项技能测试） 

03 体育教学论笔试 

010 体育与健康学院 

联系人：向老师         

联 系 方 式 ： 15923428166      

E-mail:1668164600@qq.c

om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运动解剖学 

02 体育学概论。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方式 13628436552      

E-mail:457942623@qq.co

m 

045113  学科教学（美

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7 美术史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素描、色彩创作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艺术概论 

02 中外美术史 

011 美术学院 

联系人：应老师        

联系方：023-58102407     

E-mail:364029620@qq.co

m 

095131  农艺与种业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

一 

④908 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农业推广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作物栽培学 

02 作物育种学 

008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方式 023-58102522    

E-mail:105104101@163.c

om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

息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

三 

④908 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专业课笔试以下三门任选

一 

① 信息管理系统 

② 农业机械化概论 

③ 农业推广学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以下三个模块任选一）： 

模块 A：  

①农业信息化工程概论 

②信息系统工程 

模块 B： 

①大学物理 

②工程材料 

模块 C： 

①作物栽培学 

②作物育种学 

01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冯老师        

联系方式：18883371787  

E-mail：     

yumingfeng25928@qq.com；

yumingfeng25928@163.com 

mailto:yumingfeng25928@qq.com
mailto:yumingfeng25928@163.com


专业领域代码及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加试科目 专业依托学院 

095137  农业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

四 

④908 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农业政策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管理学 

02 经济学 

012 财经学院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方式：023-58551241    

E-mail:43142876@qq.com 

095138  农村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

四 

④908 三农问题概论 

本专业复试科目： 

01 外语听力与口语面试 

02 综合素质与能力面试 

03 农业政策学笔试 

本专业同等学力考生复试加

试： 

01 管理学 

02 经济学 

专业目录以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