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
“优秀科研人才选拔计划”实施方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是国防科工
局网络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唯一的高校成员单位，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于 2015 年首批获得网络空间安全一
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2015 年 6 月被中央网信办批准为首批 2 所国家网络安全
人才培养基地试点单位；2016 年 3 月获批设立“移动互联网安全”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2016 年 6 月首批获得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授权； 2017 年 3 月网络
安全被批准为国防特色学科；2017 年 9 月获批国家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
单位；2018 年 1 月网络空间安全协同创新中心通过省级认定。
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目前有专职教师 64 人，100%具有博士学位，80%具
有海外经历；目前有双聘院士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讲座教授 2 人，
青年学者 1 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 人；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1 人；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 1 人；陕西省千人计划 6 人；陕西省教学名师 1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陕西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2 人。拥有网络与信息安全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1 个；信息安全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陕西省“三秦
学者”创新团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创新团队；移动互联网安全
陕西省创新团队。学院整体师资队伍力量雄厚，在团队带头人的带领下，形成
了结构合理、管理有效、紧密合作的优秀科研群体。
为促进全国各高校优秀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大学生对网络空间安全学
科的了解，我院将于 2018 年 6 月~9 月举办 2019 年“优秀科研人才选拔计划”
活动。“优研计划”是我院选拔优秀硕士研究生、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的重要手
段。2019 年，学院在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下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 晖
副组长：陈晓峰

成 员：李兴华 闫峥 刘家佳 吕锡香 朱辉 王子龙 杨超 栾浩
督 察：马建峰 张美茹
秘 书：葛 幸
监督举报电话：029-81891730
招生咨询电话：029-81891730
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要求，以及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研字【2018】53 号文件《关于做好 2019 年研究生招生“优秀科研人才
选拔计划”工作的通知》，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优秀科研人才选拔计划”实施
方案制定如下。

一、 申请资格
本年度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品德良好、诚实守信、身心健康且无处分记
录的在校应届本科生。
包括学业一贯表现突出的学生、获得高水平学科竞赛奖的学生和获得高水
平研究成果的学生三类。
具体要求如下：
1. 学业一贯表现突出的学生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1）985、西电学生学业成绩排名须为所在学院或专业前 60%。
西电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实验班学生学业成绩排名须为班级前 80%。西电
其它学院教改班、实验班、卓越工程师班学生成绩排名须达到所在学院的优研
资格标准后，报名网信院“优研计划”时，需由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资格认定合格后，予以“优研计划”资格审查通过。
（2）其他 211 高校学生学业成绩排名须为所在学院或专业前 50%。
学业成绩和排名可依据本科前 5 个学期或 6 个学期成绩，以所在高校教务
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及证明为准。
2. 获得高水平学科竞赛奖的学生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1）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分站赛金奖和银奖获奖
学生；
（2）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家一等奖、二等奖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省级一等奖（单数年）获奖学生；
（3）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信息安全专题邀
请赛和模拟电子系统专题邀请赛国家一等奖、二等奖获奖学生；
（4）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国家一等奖、二等奖获奖学生；全国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国家一等奖、二等奖获奖学生；
（5）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特等奖提名奖、一等奖获奖学生；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一等奖获奖学生；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
二等奖获奖学生且同时获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际二等奖以上奖项 1
项；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最高奖项获奖学生；
（6）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最高奖项获奖学生；
（7）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前二名；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大赛一、二等奖第一名获奖学生。
3. 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学生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1）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在本科学习期间以排名前二作者身份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至少 1 篇，且论
文须符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论文发表参考目录》，详见
附件 1。
（2）专利授权
在本科学习期间以排名前二作者身份授权发明专利。
（3）具有其他同等高水平成果
在本科学习期间获得的高水平成果，学院初审合格上报,学校组织专家委员
会确认成果水平。

二、 报名流程

1. 网上报名
申请学生即日起至 9 月底（具体截止时间以 2018 年 9 月学院官网通知为
准）可登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考生报名服务平台
http://yjsxt.xidian.edu.cn/pub/index.jsp 进行网报，请按要求填写、添加资格审查
各项材料的扫描件。
资格审查材料：
（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科研人才选拔计划”申请表》
（附件 2）1
份（必须有所在院系教务部门签章并注明专业排名和专业总人数，否则资格审
查不予通过）
；
（2）申请者身份证及学生证；
（3）本科前 5 或前 6 个学期成绩单 1 份，必须加盖所在院系教务部门签
章，否则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4）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或 TOEFL、GRE/GMAT 等体现自身英语
水平的证明；
*（5）所在院系教授或导师推荐信（可选）
；
*（6）其它附件材料，包括：获奖证书、发表或已录用的、能体现自身学
术水平的学术论文、专利、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可选）
。
2. 资格审查
请网报后于每周五在系统上或电子邮箱中查询资格审查结果。

三、 活动安排
1. 活动内容——导师面对面
时间：2018 年 6 月中旬-7 月中旬。具体安排请后续关注网络与信息安全
学院网站。
2. 选拔办法
此次“优研计划”着重考核学生的知识背景、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网报后资格审查通过的学生请直接联系意向导师，学院不统一组织笔试考
核环节，由导师团队组织综合素质考核。

参加“优研计划”选拔，经综合素质考核合格并最终征得导师团队同意录
取方可确定为当年“优研计划”合格生源，并向合格学生发放《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优秀科研人才选拔计划”确认接收函》（附件 3）。
3. 递交最终确认材料
现场确认时间：9 月 17-19 日；
现场确认地点：南校区行政辅楼 217 办公室。
“优研计划”合格生源现场确认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并提
交纸质版资格审查材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科研人才选拔计划”诚信
承诺书》（附件 4），请全部用 A4 纸打印并按顺序装订。
请考生关注学院网站实时通知，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如有变化会及时在学
院官网上发布通知。

四、 优惠政策
1. 对于“优研计划”入选学生，可在当年硕士研究生录取时享受如下优惠
政策：
（1）如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将直接拟录取为学院推免生；
（2）未获所在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学生
A. 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学生类型

进入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要求

学业一贯表现突出的学生
初试成绩通过 A 类地区国家线
获得高水平学科竞赛获奖的学生
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学生

初试成绩须通过 A 类地区国家线，且总分达到国
家线上 20 分或所报学院相应专业复试线

B. 第一志愿报考我院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通过 A 类地区国家
线即可进入复试；
有资格进入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优研计划”合格学生均须参加学

院组织的复试，复试合格即可拟录取。
2. 所有被我院录取的“优研计划”学生，达到相应申请条件，有资格申请
如下类型奖学金。
（1）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青衿计划”新生奖学金
“青衿计划”奖学金是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面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新生设
立的专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发展潜力突出、实践能力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新生。
所有推免至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的学生均有资格申请该奖学金。
奖励额度：一等奖学金 10000 元 /人，二等奖学金 5000 元 /人。
奖励人数：不超过硕士研究生新生总人数的 20%；
参评条件（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 本科毕业学校为“985 工程”大学，且本科四年学业成绩排名在年级前
10%；
B. 本科毕业学校为“211 工程”大学，且本科四年学业成绩排名在年级前
5%；
C. 本科期间以前二作者发表 SCI 论文；
D. 本科阶段参加竞赛项目获得省部级一等奖或国家二等奖及以上；或全
国总决赛前三名；
E. 本科阶段取得其它重要成果，由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奖助工作委员会
认定通过。
（2）网络安全奖学金
“优研计划”学生，择优推荐申请网络安全奖学金，奖励标准：50000 元 /
人。详见 http://www.cidf.net/2018-04/24/c_1122735299.htm
（3）国家奖学金
符合条件均可申请，奖励标准：20000 元 /人，评奖标准以研究生院国家
奖学金评定标准为准。
（4）学业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
凡录取为我院硕士研究生，均可获得学业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

金奖励额度为 6000 元 /人。
注：以上奖励可以同时申请获得，但是同一项竞赛、论文、专利等成果只
能用于一项奖学金的申请。

五、 注意事项
1. 获得“优研计划”入选资格的合格学生名单以学院官网公布为准，将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后公布，未入选者不再另行通知。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优研计划官方群：766743304（请
以“姓名+学校”格式申请入群，入群后也请按照该格式进行备注，不实名者
一律不准进群）
。
3. 本规定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更多信息及进展请留意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网站（http://ce.xidian.edu.cn）。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
2018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