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活动通知
（2017年7月9日～2017年7月12日）

一、 活动目的及学院、学科简介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旨在促进全国各高校优秀大学
生之间的交流，增进优秀大学生对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了解，同时作为同济大
学汽车学院选拔推荐免试硕士和直接攻博研究生的方式之一，对学员进行推荐
免试研究生的考核。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本次暑期学校拓宽招生
范围，继续实行研究生统考自主招生模式，欢迎跨专业的优秀本科生申报。
暑期学校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莅临学校举办专业座谈，开展学术沙
龙，进行理论热点分析探讨；组织学员参观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同
济大学汽车学院创新基地、上海市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等；还将组织学员参
观上海大众-同济大学研究生科研实习基地、汽车博物馆等。
本次暑期学校拟择优招收 80 名学员，报名申请工作从即日开始，欢迎全国
优秀大学生踊跃报名！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将为学员提供暑期学校夏令营期间在
沪的食宿（上海本地学校学生不提供住宿）、外地院校学生来沪的硬座火车票费
用(需凭车票报销)。
汽车学院简介
2002 年 4 月，同济大学以科技创新和新能源汽车开发为指导思想，以创新
科研机制和组织架构为特色，成立了为中国汽车行业全方位服务的汽车学院。
2004 年 9 月，汽车学院全体迁入位于上海国际汽车城的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在
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总投资 4 亿元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已成为我国新
能源汽车自主开发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2009 年 9 月，投入达近
5 亿元的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和汽车造型研究中心落成，也将为中国汽
车工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学院设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
站、车辆工程博士点、动力机械及工程博士点、车辆工程硕士点、动力机械及
工程硕士点和车辆工程学士点。
目前，汽车学院拥有专职教师队伍 100 人，其中教授 38 人，副教授 39
人，博士学位比例超过 96%，外籍教授 5 人。拥有国家教育部节能环保汽车创

新团队 1 个，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4 人，973 计划和 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 3 人，长江学者和杰出青年 2 人，名师荟萃。汽车学院还聘请
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美国国家发明院院士郑剑平、意大利汽车设计大师
乔治亚罗等一批中外汽车技术领域的顶级专家和客座教授。
学院具有优异的教学和科研环境。在国家有关部委、上海市政府相关部
门、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和国外跨国公司等的资助下，学院拥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汽车及发动机研发试验设备，如汽车转鼓试验台、汽车废气排放测
试分析仪、汽车道路模拟振动台、整车半消声室以及三坐标仪等。目前已建成
教育部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上海市电动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燃料电
池汽车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系统国家工程实验
室、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动中心和汽车造型研究中心。
目前在读全日制本科生 1000 余人，硕士生 600 余人，博士生 100 余人。本
科培养为双外语 5 年制，硕士生培养 2.5 年制，博士生培养 3 年制。学院实施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部分同学还可以获得国内国外双硕士学位。学院非
常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教育改革和创新方面多次获得过国家和上海市教
学成果奖励。各专业的介绍可参见汽车学院网站：http://auto.tongji.edu.cn

二、 申请者资格
A.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相关专业的本科在校三年级学生（2018 届毕业

生）
（推免生）
 全国各高校的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在校三年级学生；
 当前本科总评成绩专业排名前 15%，已获得或将获得所读大学免试推荐研
究生资格者；
 热爱科学研究，理论基础扎实，有较强的科研实践能力；
 英语水平良好。
B.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相关跨专业的本科在校三年级学生（2018 届毕业
生）
（统考生）
 全国各高校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相关跨专业在校三年级学生，具体
相关专业见附表；
 当前本科总评成绩专业排名前 20%，即将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统考），科研水平出色的申请者，成绩标准可适当放宽；
 学业成绩优秀，有培养潜力；
 有志于从事汽车行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英语水平良好；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c.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车辆工程（汽车）专业的本科在校四年级学生（2018 届毕
业生）
（统考生）
 本科成绩绩点 3.5 以上，且即将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创新能力及科研水平出色的申请者，成绩标准可适当放宽；
 有志于从事汽车行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外语水平良好；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三、 申请流程
(一) 申请起止时间：2017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25 日
(二) 申请需提供材料：
1. 《同济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报名表》（见附件），申请表上专业排名
信息及绩点须于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成绩排名证明一致，否则视为报名无
效；
2. 成绩单与总评成绩排名证明（务必注明本专业总人数并有学校教务部门加
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
3.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如：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托福成绩或GRE/GMAT
成绩等）；
4. 专家（副教授以上职称）书面推荐信2份(如有)；
5. 其他材料(如:发表论文、专利，各类获奖或资格证书等) ；
6. 《2017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暑期学校报名汇总表》（见附件），如实详细填
写表中各项内容。

(三) 申请方式：
申请者报名需将以上材料 1-5（电子扫描件）、材料 6（电子版）通过 email

形式发至我处，纸质版材料于暑期学校活动时提交。
联系人：田老师

咨询电话：021-69589841、 021-69589341

E-mail：tjqcxly@163.com（报名邮件主题：姓名---学校---专业---年级——
手机）

四、 活动内容：
活动开展

2017年7月9日～2017年7月12日

时间
时间

活动内容

2017.07.09 暑期学校学员报到
暑期学校开学仪式、学院和专业介绍、技术参观
参观内容：
2017.07.10
活动安排

 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创
新基地、上海市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等；
 参观上海大众-同济大学研究生科研实习基地、汽车

（2017 年）

博物馆等。

2017.07.11 综合考核、专家讲座

2017.07.12 结束仪式

五、信息公开：
（一） 遴选学员办法及名单：
申请截止后十个工作日内，在学院网站公布遴选暑期学校学员的评价办法和入
选学员信息（包括姓名、本科学校、本科专业、本科成绩排名、材料总评分等
信息）。遴选评价办法：
一、推免生。本科专业限为车辆工程或热能与动力工程；总名额 50 人，各专业
名额根据报名人数划分；根据材料总评分及相应专业名额，分专业择优选拔。
二、统考生。本科专业限为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相关跨专业（详见附表
一：暑期学校跨专业列表），预计不能获得各高校推免资格的学生；总名额 30

人；根据材料总评分择优选拨。
三、评分标准。材料总评分（满分 300 分）=学习成绩分（满分 100 分）+学术
背景分（满分 100 分）+科研潜力分（满分 100 分），其中：学习成绩分统一由
本科成绩专业排名换算；学术背景分基于学校类型分三类（即 985 高校、211
高校、其它高校）确定；科研潜力分基于科研成果及获奖材料确定。

（二） 优秀学员评选办法及名单：
暑期学校活动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在学院网站公布暑期学校优秀学员名
单及优秀学员信息（包括姓名、本科学校、材料总评分、活动期间评分、最终
分数）。优秀学员的评选将依据综合考核成绩。综合考核与我校研究生入学考试
复试要求相同，综合考核评分不合格者不能获得优秀学员资格。

六、 优秀学员奖励政策
 全国各高校的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在校三年级学生
（推免生），通过暑期学校考核（综合考核评分不低于 210 分），即发“同
济大学汽车学院暑期学校优秀学员证书（推免生）”，如学员在母校获得推
荐免试资格，且在 2018 年推荐免试中申请我院，同等条件下可获得优先录
取资格；
 符合活动招收对象的全国各高校车辆工程及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相关跨专
业学生（统考生），通过暑期学校考核（综合考核评分不低于 210 分），即
发“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暑期学校优秀学员证书（统考生）”，如学员在 2018
年全国统考中一志愿报考我院，且初试成绩符合 2018 年硕士统考国家工科
线，同等条件下可获得优先录取资格；
 优秀学员优惠政策详情于暑期学校开学仪式中介绍。

注意事项：
(一) 材料审核及通知
材料审核和选拔工作由汽车学院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录取名单将在同济
大学汽车学院网站（http://auto.tongji.edu.cn）上公布并直接电话通知本
人，届时未接到录取通知的同学皆为未入选者，不另行通知。

(二) 相关费用说明

1.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负责为学员提供暑期学校期间在沪的食宿（上海本地学
校学生不提供住宿）和保险；
2. 外地院校学生来沪的硬座火车票费用(需凭车票报销)。

(三) 备注：
1.日程为初步计划，具体安排可能会进行适当调整；
2.主办方负责暑期学校举办相关日期的住宿，所有同学于暑期学校结束（即 7
月 12 日中午 12 点前）或按所住宾馆规定办理退房手续；
3.学员报到后要求全程参加暑期学校活动，不合格者不予报销车费；
4.学员请自行提前预订返程车票，暑期学校举办方不提供订票服务；
5.活动期间不能单独出行游玩，出现意外情况，举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及一切
损失。

(四) 附表一：
暑期学校跨专业列表
车辆工程专业
整车方向

汽车电子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71100

力学类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70100

数学类

080602

自动化

080300

机械类

080307

机械电子工程

070203

声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车身方向

试验技术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71100

力学类

080300

机械类

080303

工业设计

071101

理论与应用力学

080300

机械类

070202

应用物理学

081505

航空航天工程

汽车产品管理与营销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80300

机械类

081200

交通运输类

080600

电气信息类

11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10200

工商管理类

070100

数学类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动力工程专业）
车用动力方向

车用新能源方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80501

热能与动力工程

070300

化学类

071100

力学类

071401

环境科学

080300

机械类

080200

材料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