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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7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现场确认公告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即将结束，现将广西中医药大学

报考点现场确认须知公告如下： 

一、确认时间 

2016年 11月 9-12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请考生在教育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逾期不再办理。 

二、确认地点 

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南宁市五合大道 13号），大学生活动中心 A座 2

楼小礼堂（从 A座正门进，上楼梯对面即是）。 

三、所需材料 

1. 二代居民身份证。 

2. 学历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应届

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生成的 9位数字）。 

3. 外省户籍非应届考生（不含 2015年后毕业且未就业的我区高校本科毕业

生），还须提供在广西工作的工作证明及以下材料之一： 

① 县级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证（或者办理居住证的回执凭条）。 

② 税务部门开具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③ 考生本人的房产证。 

4.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

的《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5. 在 2017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

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

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6.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提交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 

7.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须将学历（学籍）权威认证机构提供的

认证报告提交报考点，以供核验。具体须提交以下认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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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届考生：《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打印件，来源地址：

http://www.chsi.com.cn/xlcx/bgcx.jsp。 

② 往届考生：《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件，来源地址：

http://www.chsi.com.cn/xlcx/rhsq.jsp，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打印件，

来源地址：http://www.chsi.com.cn/xlrz/。 

重要提示：如上材料，均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考生须按上述要求，如实、

完整提供本人材料，如发现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不予现场确认，并取消考试

资格，相关后果及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 

四、确认流程 

1. 提前并仔细阅读《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

考点现场确认公告》。 

2. 提前或现场查看《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7年报考点现场确认名单》，并牢

记本人现场确认“流水号”。 

3. 领取表格：小礼堂入口处-领取《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点

现场确认验证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将第 2点提到的现场确认“流水号”

填写至验证单左上方，同时填写验证单其他信息，并在验证单及承诺书上签名。 

4. 查验证件：小礼堂大厅内-将《验证单·承诺书》、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

证或毕业证，以及网上报名编号等确认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装订

成册，并在复印件左上角填写“流水号”），提交报考点工作人员查验并核对。 

5. 现场照相：小礼堂大厅内-采集考生图像信息，每个网上报名编号，仅限

图像采集 1 次。图像采集结束，随即领取《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报名信息简表》

（一式 2份）打印件，同时核对本人报考信息，核对无误后，须在报名信息简表

落款处签名。 

6. 提交表格：小礼堂大厅内-最后将《验证单·承诺书》、《报名信息简表》

（1份，另 1份考生本人留存）交至交表处。 

7. 确认结束。 

五、考试相关 

http://www.chsi.com.cn/xlcx/bgcx.jsp
http://www.chsi.com.cn/xlcx/rhsq.jsp
http://www.chsi.com.cn/xl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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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考证下载：2016年 12月 15-26日，考生可凭网上报名的“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考生凭下载

打印的《准考证》及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2. 考试时间：2016年 12月 24-25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3. 考试地点：凡网上报名时，报考点选择“广西中医药大学（报考点代码：

4510）”，并到本报考点参加现场确认的考生，考试考场均安排在广西中医药大学

仙葫校区，请考生于 2016年 12月 21-23日密切关注相关通知。 

4. 考试文具：按上级文件要求，本考点所有考场均统一配发考试基本文具

（包含：中性笔、2B铅笔、橡皮、小刀、尺子、胶水等），除特殊专业需用的文

具外，考生一律不得自带基本文具进入考场。 

5. 考场设施：考试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考试考场均统一配

置电子挂钟，考生在进入考场时，须接受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

将与考试无关的用品带入考场，例如：手机或其他通讯工具，以及手表或其他计

时工具，违者将以违规论处。 

6. 考试成绩：初试成绩由招生单位公布，具体查询时间和方式，请考生于

2017年 2月 15日前后关注相关通知。 

六、注意事项 

1. 考生身份证遗失：提供临时居民身份证和办理正式居民身份证的单据。 

2. 考生更名或身份证号码变更：提供居民户口本或公安部门开具的证明，以

及学历（学籍）认证报告或受理回执单。 

3. 军人未办理身份证：提供未办理身份证军人报考硕士研究生证明；部队考

生户口在广西，但身份证未重新办理者，可提供部队开具的户籍证明。 

4. 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和培养单位开具

的证明。 

5. 外省户籍非应届考生（不含 2015年后毕业且未就业的我区高校本科毕业

生）：若无法提供居住证或办理回执，可提供办理居住证登记证明；若房产证还

在办理中，可提供购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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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生须知 

1. 树立诚信考试观念，遵守本人签署的诚信考试承诺书，珍惜个人荣誉，遵

守考试纪律。 

2. 不要借助“枪手”替考，也不要充当“枪手”为他人替考，违者将受到严

肃查处。 

3. 考生作弊情况将记入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和考生人事档案，当年

作弊的考生下一年度不允许再次报考。 

重要提示：凡考生不按报考点公告报名、网报信息误填、填报虚假信息而造

成的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相关后果及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 

八、考生关注 

以上提到的确认公告、确认名单、流水号、考场安排、考试成绩等信息，我

校将及时在学校主页公布，并通过“广西中医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微信公

众号、“广西中医药大学研招手机网站”推送和发布，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或

收藏，以便随时查看。 

1 

 

 

 

 

 

 

微信公众号                               研招手机网站 

九、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1-3132106 

传真号码：0771-3139219 

联 系 人：柳俊辉 



 

流水号：   8 位数字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考点现场确认验证单（样表） 

报考点信息：4510，广西中医药大学 

考生填写（请在方框内勾选） 

网报编号    9 位数字    姓名  正楷书写  手机号 11 位手机号码 

考试方式 ①全国统考  □     ②管理类联考  □     ③法硕联考  □ 

考生类别 应届毕业生□ 往届毕业生□ 自考或网络教育未毕业□ 退役大学生□ 

验

证

材

料 

必备 

材料 

身份证：  □ 
 

学生证：  □ 

身份证：  □ 
 

毕业证：  □ 

身份证：            □ 

省（区）自考办或网络 

教育高校证明：      □ 

身份证：  □ 
学生证：  □ 
毕业证：  □ 

批准书：  □ 

退役证：  □ 

证明 

材料 

①考生身份证遗失：临时居民身份证和办理正式居民身份证的单据……………□ 

②考生更名或身份证号变更：居民户口本或公安部门开具的证明，以及学历（学籍）

认证报告或受理回执单………………………………………………………………□ 
③学历（学籍）未通过验证：学历（学籍）认证报告或受理回执单……………□ 

④在校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同意报考证明……………………□ 
⑤军人未办理身份证：未办理身份证军人报考硕士研究生证明；部队考生户口在广

西，但身份证未重新办理者，可提供部队开具的户籍证明………………………□ 
⑥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学生证和培养单位开具的证明…□ 
⑦外省户籍非应届考生（不含 2015 年后毕业且未就业的我区高校本科毕业生）：在

广西工作证明，以及居住证或办理回执（或办理居住证登记证明）、所得税完税证

明、本人房产证（若房产证还在办理中，可提供购房合同）3 者之一…………□ 

我保证所提交的验证材料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所带来的一

切责任和后果。 

考生（签名）：       

2016 年 11 月  日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考点现场确认流程 

领取表格：入口处。领取《验证单•承诺
书》，填写相关信息，并在《验证单•承诺
书》上签名。 

查验证件：大厅内。将《验证单·承诺书》
等确认所需材料，提交报考点工作人员查
验和核对相关证件。 
 

现场照相：大厅内。图像采集结束，随即
领取《报名信息简表》（一式 2 份）打印件。 

提交表格：大厅内。最后将《验证单•承诺
书》、《报名信息简表》（1 份，另 1 份考生
本人留存）交至交表处。 

确认结束：现场确认流程全部结束。 

提前准备如下材料，同时将复印件装订

成册，并在复印件左上角填写流水号： 

1.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应届毕业生：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3.往届毕业生：学历证书原件与复印件。 

4.自考与网络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提

供省（区）自考办或网络教育高校证明。 

5.在校研究生：培养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6.退役大学生士兵：须提供《入伍批准

书》、《退出现役证》及复印件。 

7.网报时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

生，需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8.其他所需材料依本人实际情况准备。 

认真核对《报名信息简表》上的

本人报考信息，如有误，请标记

并签名。本报考点不对报名数据

进行修改。注：报考信息中报考

院校、报考专业、研究方向、考

试科目等严重错误须重新报名。 

《验证单•承诺书》及《报

名信息简表》，均须考生本

人签名确认。 

温馨提示： 

1.为保证现场确认工作高效有序，请考生按照确认各环节要求提前准备材料，自觉排队。 

2.未交回《验证单·承诺书》、《报名信息简表》的考生，视同未完成报名，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为了便于核对，请在《验证单·承

诺书》左上角填写流水号，流水

号见《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7 年报

考点现场确认名单》。 

请考生依本人实际情况，按照此“样

表”准备现场确认验证材料。同时要

仔细阅读和熟悉现场确认流程！ 



第一步：领取表格（小礼堂入口处） 

领取《验证单•承诺书》，填写相关信息，并在《验证单•承诺书》上签名。 

注：为提高效率，请按照“考生类别”准备验证材料原件，并将复印件装订

成册，同时在装订成册复印件和《验证单·承诺书》左上角填写流水号。 

第二步：查验证件（小礼堂大厅内） 

请准备：《验证单·承诺书》等确认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考生所持验证材料信息与网报信息：相符 □   不符 □ 

如不符，请记录： 

 

验证处（盖章）： 

第三步：现场照相（小礼堂大厅内） 

在确认考生提交验证材料无误后，方可现场照相，否则不予确认。 

图像采集结束，随即领取《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报名信息简表》（一式 2份）

打印件。请考生仔细核对表中的信息是否错误，并签字确认。 

错误信息仅供考生了解及知晓，本报考点不负责修改。 

第四步：提交表格（小礼堂大厅内） 

未交表者，视同未完成现场确认，本次报名无效，后果由本人承担。 

已收到考生下列表格： 

①《验证单·承诺书》【检查是否签名】。 

②《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报名信息简表》（1份，另 1份考生本人留存）【检

查是否签名】。 

 

交表处（盖章）： 

 

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我是参加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我已认真阅读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以及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和招生单位发布的相关招考信

息。我已清楚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

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

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行为都将触犯刑法。 

本人郑重承诺： 

一、保证在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时提交真实、准确的报考信息和各

项材料。如提供虚假、错误信息或弄虚作假，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

后果。 

二、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接受监考人员的管理、

监督和检查。 

三、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和考试纪律、考场规则，诚信考试，不作弊。 

 

承诺人（签名）：       

2016 年 11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