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属
于郑州大学二级学院。根据西亚斯国际学院中西合璧的办学理念，实
施国际化全人教育的办学定位，依托郑州大学优质教育资 源的优势，
我校已经形成了涵盖文、理、工、经、管、法、医、教育、艺术等 9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的合理的学科布局。
我校努力营造国际化教学环境和氛围，常年聘请外国专家和外籍
教师 130 余名，在与美国堪萨斯州富特海斯州立大学（FHSU）稳定合
作办学的基础上，先后与美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30 多个国
家的 103 所学校开展了友好交流与合作。目前，我校每年都有近百人
赴美、英、日、法澳等国读研，同时招收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俄
罗斯等 15 个国家的留学生。学校被亚太大学联合会、世界大学校长联
合会吸收为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
我校于 2008 年开始挂靠郑州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2011 年正
式获准成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单位，并于 2012 年开始招收
硕士研究生。目前，我校已经拥有一支优秀的硕士生导师队伍。
我校招生优惠政策如下：
1、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录取，学校一次性发放奖学金 3000
元/人。
2、我校为研究生提供培养经费，文科：每生每年 5000 元；工科：
每生每年 6000 元。
3、在我校学习期间，配备工作室，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4、在我校学习期间，住宿标准为 2 人空调间，学校承担住宿费。
5、在我校学习期间，为研究生提供助学岗位（助研、助教、助管）
。
6、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为本校研究生提供就业岗位。
7、奖学金标准以省级主管部门审定为准。
地 址：郑州市新郑市人民路东段 168 号
邮 编：451150
联系部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科研处
电 话：0371---62605526
联系人：周惠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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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020201 国民经济学
01(全日制)劳动就业与国民
经济发展
02(全日制)开放经济与可持
续发展
03(全日制)宏观经济统计分
析
120202 企业管理
01 (全日制)人力资源管理
02(全日制)企业财务管理
03(全日制) 战略管理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全日制)英美文学
02(全日制)文学翻译
03(全日制)英语语言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01(全日制)翻译理论与实践
02(全日制)应用英语教学

指
教

导
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卫桂玲 01
王 菲 02
王彦彭 0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经济学基础（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复试科目为货币银
行学。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
考生加试科目：财
政学、国际经济学。

赵显洲 01
柳东梅 02
武瑞杰 0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为会计
②201 英语一
学。
③303 数学三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
④802 经济管理基础（西方经济学、考生加试科目：财
管理学）
务管理、企业战略
管理。

贺淯滨 01
张德学 02
朱春丽 03

于翠叶 01
魏纪东 02

1.复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①笔试：英美文学
②241 二外日语（新版标准日本 和文学翻译方向复
语）、242 二外德语（德语速成上下 试 英 美 文 学 （ 占
册）任选；
50%）和翻译（占
③626 基础英语（英汉翻译、汉英 50%）
翻译、英语修辞与文体、英语写作、②专业面试
阅读理解等）
③二外口试、听力
④855 专业英语（英美文学、翻译 ④实践能力考核
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学）
2.同等学力加试：
①二外
②综合英语
1．复试科目：
①笔试：英语语言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学（占 60%）和翻
②241 二外日语（新版标准日本 译（占 40%）
语）、242 二外德语（德语速成上下 ②专业面试
册）、243 二外法语（法语 1-3 册） ③二外口试、听力
任选；
④实践能力考核
③626 基础英语（英汉翻译、汉英 2．同等学力加试：
翻译、英语修辞与文体、英语写作、①二外
阅读理解等）
②综合英语
④855 专业英语（英美文学、翻译
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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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100 翻译
01(全日制)英语笔译硕士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专业学位工程硕士)
01 (全日制)信息隐藏与数字
水印
02 (全日制)图像编码与数据
压缩
03 (全日制)信号检测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全日制)体育教学原理与
方法

045201 体育教学
01 (全日制)体育学硕士

王云华 01

周喜平 01
张善文 02
张云龙 03

何祖新 01

马瑞华 0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英语词汇、
阅读理解、英语写作等）
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翻译理论基
础、英汉互译等）
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
①笔试：英汉互译
水平测试
②专业面试
③英语口试、听力
④实践能力考核

②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941 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模拟
电路、数字电路）或 943 信息与
通信工程基础（信号与系统、通
信原理）

复试科目：微机原
理与接口技术或
数字信号处理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1.复试复试包括专
② 201 英语一
业理论笔试（占
③ 635 体育学专业基础（运动生 30%）；、外语听力
理学、教育学、学校体育学） 及 口 语 测 试 （ 占
20%）、综合素质面
试（占 25%）、运动
技术能力考核（占
25%）、同等学力加
试等（参考）；
2. 复 试 成 绩 = 专 业
理 论 笔 试 成 绩
（30%）+外语听力
和口语测试成绩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0%）+运动技术
② 204 英语二
③ 346 体育综合（运动训练学、 能力考核（25%）+
学校体育学、运动生理学） 综合素质面试成绩
（25%）
；
3. 综 合 排 序 成 绩 =
初试成绩（占 60%）
+复试成绩（占
40%），从高到低依
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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