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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 

推荐免试研究生选拔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培养优秀国际组织人才，贡献全球治理中

国力量，规范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推荐免试研究生选拔

工作，依据学校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推荐免试研究生分直

升推免和选拔推免，其中选拔推免仅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项目本科实验班中进行。 

第三条  推免学生应符合《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

究生管理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学生自愿申请并通过推

免考核后，定向录取到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并接受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研究生实验班的培养。 

第四条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推荐免试研究生考核

与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由教务处、研究生

院、学生工作部和项目执行单位等组成考核专家组负责具

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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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直升推免 

第五条  在本科就读期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科生

可以申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直升推免生： 

（一）外语条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英语雅思 7.5

分及以上或托福 102 分及以上；法语 TCF/TEF B2 及以上级

别；西班牙语 DELE B2 及以上级别；对外俄语等级考试二

级及以上级别。 

（二）实践条件。参加以下三类活动共计不少于 3

次：参加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主办

或承办的国际性会议志愿者活动；或参加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主办的以国际组织为主题的会议和培训

三天及以上；或参加国际组织相关海外实践项目。 

（三）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1.截止当年学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推免生工作通

知确定的时间前取得国际组织 3 个月及以上实习录用通知

书并切实参加实习的。 

2.截止当年学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推免生工作通

知确定的时间前取得国际组织工作录用通知书并接受工作

的。 

3.受邀参加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

织主办或承办的国际性主会议或分会议，并在会议中进行

主题发言或做报告 1 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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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邀参加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

织主办或承办的国际性主会议 2 次及以上。 

第三章  选拔推免 

第六条  选拔成绩计算。选拔成绩共计 100 分，由学

生学业成绩、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课程成绩、语言成绩

和实践能力成绩四部分构成。其中学业成绩占 20%，国际组

织人才培养项目课程成绩占 30%，语言成绩占 30%，实践能

力成绩占 20%。 

（一）学业成绩（20%） 

按前三学年修读的全部课程学分加权平均成绩（按第

一次总评成绩）计算。 

（二）项目课程成绩（30%） 

按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本科实验班课程所有必修、选修课

程的学分加权平均分计算，参与计算的课程以学校公布的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本科实验班课程名单》为准。 

（三）语言成绩（30%） 

语言成绩均应为在大学期间参加考试并取得的成绩，

包括英语考试成绩 15 分，其他外语考试成绩 15 分，计算

方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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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考试成绩 

英语 

雅思 8.5分,
托福/GMAT/ 
GRE 成绩达到
满分的 90%及

以上 

雅思 8分,托
福/GMAT/GRE
成绩达到满分
的 85%及以上 

雅思 7.5分,
托福/GMAT/ 
GRE 成绩达到
满分的 80%及

以上 

大学英语六级
成绩 570分/
雅思 7分,托
福/GMAT/GRE
成绩达到满分
的 75%及以上 

大学英语六级
成绩 530分/
雅思 6.5分,
托福/GMAT/ 
GRE 成绩达到
满分的 70%及

以上 

分数 15 12 9 6 3 

 

2.其他外语考试成绩 

法语 通过 TCF/TEF B2 通过 TCF/TEF B1 
通过公共法语四级 
或 TCF/TEF A2 

西班牙语 通过 DELE B2 通过 DELE B1 通过 DELE A2 

俄语 
通过对外俄语等级考

试二级及以上 
通过公共俄语六级或对
外俄语等级考试一级 

通过公共俄语四级或对
外俄语等级考试基础级 

分数 15 10 5 

（四）实践能力成绩（20%） 

实践能力按下列规则加分，合计最高为 20 分。 

1.参加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主

办或承办的国际性主会议： 

参与类别 加分数 最高分* 

志愿者 3 分/次 6 分 

受邀参会 5 分/次 10 分 

做主题报告 9 分/次 18 分 

*志愿者、受邀参会和做主题报告分别最多计 2 次，同一次会

议不得同时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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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主

办或承办的国际性分会议： 

参与类别 加分数 最高分* 

志愿者 2 分/次 4 分 

受邀参会 4 分/次 8 分 

做主题报告 8 分/次 16 分 

**志愿者、受邀参会和做主题报告，同一次会议不得同时加

分。 

3.参加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级主办的

以国际组织为主题的会议和培训： 

参与类别 加分数 最高分* 

参加三天及以上的会

议和培训 
2 分/次 4 分 

*最多计 2 次 

4.参加与国际组织相关的海外实践项目： 

参与类别 加分数 最高分* 

海外实践项目 2 分/次 4 分 

*最多计 2 次 

5.参加国际组织实践活动效果良好，有媒体对其进行

宣传报道的，按《西南财经大学新闻媒体等级目录（2017

年版）》认定的级别加分：有 A 级媒体报道的，一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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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 B 级媒体报道的，一次 1 分；不同媒体级别累计最

多加 2 次，即最高 3 分。 

第七条  参加选拔的学生按总成绩从高到低顺序依次

推荐，推荐名额以学校当年下达的指标为准。 

第四章  推荐工作程序 

第八条  每年推荐免试研究生考核专家组根据学校推

免生推荐工作计划及日程表的安排确定本项目的工作计

划，向学生进行宣传并接受报名。 

第九条  学生符合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且愿意在本

校读研的本科生可向学校提交申请和相应证明材料。 

第十条  直升推免生和选拔推免生均需参加学校组织

的思想品德考核，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 

第十一条  思想品德考核结果、选拔成绩和排名需进

行公示，公示无误后形成拟推荐免试攻读本校研究生名

单。 

第十二条  推荐工作完成后，各学院中心应在学校指

导下及时开展推免生的接收考核和录取工作。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三条  学生对推免生工作或名单有异议，可按照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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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对在申请推免生过程中弄虚作假、不能按

期毕业或不能获得学士学位证书的本科学生，推免生资格

自动取消。  

第十五条  推免生在取得资格后在本科学习期间，仍

按本科生管理条款进行管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指的国际组织为国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主页公布的国际组织，以学校公布的清单为

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 级起试行，试行期间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