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 年数理学院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通知 

一、学院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下辖应用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物理系、应用物理

系、应用力学系共 5 系，应用物理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共 2 所，现代物理

技术研究中心、绿色创新中心、实验中心共 3 个中心；拥有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固体力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2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数

学及统计学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软件工程硕士学位授予点。聘请陈

难先院士和郑厚植院士为学院顾问，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 David.A.Weitz 教授为名誉教授，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新加坡国立

大学冯元平教授为兼职教授，并聘请 26 位专家担任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科战略

咨询委员会专家。师资队伍中，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2 名，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3 名，北京市教学名师 5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4 名，“青年

千人计划”入选者 1 名。 

学院近五年来承担了百余项来自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北

京市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以年均超过 20%的速度增长；学院教

师在数理及相关学科领域取得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在包括 Nature

系列刊物、Phys. Rev.系列、Appl. Phys. Lett.、SIAM 系列、Trans. Amer. Math. 

Soc.等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年均超过 100 篇。根据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2016 年我校数学和物理学科均进入全球 500 强，位列国内工科院校前列；

物理学科 Nature 指数排名位列国内高校第 26 名。根据美国汤森路透公司 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检索数据，物理学科 2016 年 11 月进入该学科

领域的全球前 1%。学院教师还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育部自然



科学一等奖在内的 20 余项国家、省部级科技奖项。 

二、活动时间：

三、活动内容： 

2019 年 7 月 9－11 日 

本次研究型硕士方向夏令营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大学生将与北京科

技大学数理学院的教授和研究生们进行面对面交流，通过专题讲座、互动讨论等

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的了解，感受北京科技大学浓厚的研究和学术氛围，同时为

2020 年接收免试推荐研究生（即 2020 年入学的研究生）进行初步遴选工作（正

式录取工作将根据北京科技大学的统一安排在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学初进行）。 

具体安排如下：  

时间 具  体  活  动 地  点 

2019 年 7 月 9 日 
8:30-11:00 

营员报到（领取材料、营员服、饭卡、钥匙等） 理化楼 401 
14:00-16:00 

2019 年 7 月 10 日 

8:30-9:30 夏令营开营式 理化楼 401 

9:30-11:30 

物理学科见面会 理化楼 401 

数学学科见面会 理化楼 215 

力学学科见面会 理化楼 404 

12:00-13:30 午餐 学生食堂 

14:00-16:00 

物理学科参观及交流 理化楼 401 

数学学科学术报告及交流 理化楼 215 

力学学科活动 理化楼 404 

16:30-17:00 校史馆参观（理化楼门前集合） 校史馆 

17:30-18:30 晚餐 学生食堂 

19:00-20:00 优秀学长交流会 理化楼 401 

2019 年 7 月 11 日 

8:30-11:00 
物理学科综合能力面试 理化楼 404 

数学学科综合能力面试 理化楼 215 

11:15-11:45 夏令营闭营式 理化楼 401 

11:45-12:00 夏令营所有营员合影 理化楼门前 

12:00-13:30 午餐 学生食堂 

14:00-15:00 营员办理离营手续（退饭卡、钥匙等） 理化楼 401 



三、报名时间：

四、申请资格： 

5 月 22 日—6 月 21 日 

1、营员招收对象：全国各高校在“数学”、“物理”、“力学”及相关专业三

年级在校本科学生（2020 届毕业生）；或具备较强的数学或物理基础，对学术研

究有浓厚兴趣且有志于在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应用工作的学生。 

2、须有志于科学研究事业，有较好的科研潜力，道德品质良好，遵纪守法。 

3、申请人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期间主干必修课程无重修科目或补考记录，在校

期间没有受过纪律处分。本科前三年（或前五个学期）总评成绩排名在该校同年

级本专业前 20%之内；所在学校和院系优秀生源特别集中的，可适当放宽成绩

排名要求。 

4、具有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等应用能力。一般应通过大学英语国家六级

考试，对专业成绩优异的考生，可放宽到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四、六级考试

成绩标准分一般不得低于 425 分。 

5、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6、身心健康，身体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五、申请流程： 

1、报名。申请人于6 月 21 日前发电子邮件至ustbslxy@163.com，邮件名为：

“夏令营申请+姓名+学校+专业+联系电话”

①《夏令营申请表》（详见附件 1）； 

。邮件的附件包括： 

②个人自述（电子版）； 

③身份证照片（带本人头像面）； 

④学生证照片（带本人头像页）； 



⑤本科阶段成绩单照片（须盖教务部门原公章）

⑥同年级就读专业成绩排名证明照片（须盖

； 

教务部门原公章

⑦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水平证明材料照片； 

，详见附件 2）； 

⑧其他获奖和成果（发表论文、专利等）的证明材料照片。 

所有附件要以压缩文件的形式发送，压缩文件以“姓名+学校+专业+联系电话

2、邮寄纸质材料。申请者请将如下材料按顺序排好，侧面装订， 

”

命名。 

【①《夏令营申请表》； 

②个人自述（需含本人亲笔签名）； 

③身份证和学生证复印件（可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④本科阶段成绩单原件（须盖教务部门原公章）

⑤同年级就读专业成绩排名证明原件（须盖

； 

教务部门原公章

⑥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水平证明材料； 

）； 

⑦其他获奖和成果（发表论文、专利等）的证明材料。】 

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 张老师收

邮编：

； 

100083

联系电话：

； 

010-82377142

邮寄材料截至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过期不再接受

申请。 

。 

注：请务必以顺丰和EMS方式邮寄；只在通过电子邮件报名而未邮寄纸质材

料者，报名无效。 



3、夏令营营员的材料审核及录取工作将在6 月 27 日前结束。录取名单将于6

月 28 日在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网站（http://shuli.ustb.edu.cn/）上公布，

不在公示名单上的同学皆为未入选者，不再另行通知

六、资助标准： 

。 

我所为每位营员提供的资助包括：1）为非本校营员提供活动期间的住宿；2）

为每位营员提供活动期间的就餐；3）为每位营员报销从就读学校到我校的来程

车费（火车硬座或者硬卧，高铁动车二等座、长途汽车车票均可，飞机票无法报

销），对于最终录取为我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含推免硕士和统考报考）和

推免直博生的学生，我学院确定其拟录取资格后（推免生在当年 10 月份，统考

生在次年 3 月份）报销返程车费。 

七、优惠政策 

对于夏令营期间全勤参加活动且表现优异的营员，颁发优秀营员证书。优秀营员

取得就读学校推免资格并申请我院 2020 年“数学”、“物理”、“力学”专业推免

生的，可免试优先录取。 

八、其他 

咨询电话：010-82377142 （张老师） 

邮箱：ustbslxy@163.com 

夏令营QQ群: 514780752（申请夏令营的同学请务必加群，相关通知我们将在

群里第一时间发布），更多信息请留意我院网站( http://shuli.ustb.edu.cn )和校

研招信息网http://yzxc.ustb.edu.cn/。 

数理学院 

201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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