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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法院操纵公权庇护涉嫌违法施行法官窒碍司法公正正义#刘宁谎称（2010）成华民初字第
3599号案件请求施行人向琼英，以为领到的赔偿金#曝光台#（4550）元太低，对于法执。于是约请
了一位80多岁的大爷一起，每日清早下班岁月去成华法院大门口堵截院教导的车并找院教导实际
，相比看公权。猛烈请求施行原告赢余赔偿金元。刘宁谎称法院施行员迫于院教导的压力，我不知
道执行。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我不知道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2011）成华执字第1046-2号施行
裁定书，看看法院。裁定对受益人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束缚路一段150号房屋（权）、违法强行查封原
告亲属婚前小我房产、查封期限为两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龙8娱乐。刘宁让受益人向施行员提
出书面请求施行异议，
龙8娱乐!成华法院利用公权庇护涉嫌违法执行法官马成昊阻碍司法公
看着全球最大的新闻平台。施行员马成昊对提交的施行异议视而不见，刘宁则谎称必需补缴元赔偿
金给原告，法官。逾期不补缴成华法院将采取强迫措施将受益人住宅举办评价，拍卖以支拨赔偿款
差额，违法。让受益人心里发生畏惧生理，从而于2012年4月20日在成华区金华苑小区门口支拨刘宁
元现金以完毕该案，全球新闻媒体排名。同月24日、26日刘宁持成华法院施行裁定书，全球新闻学
院排名。前往城乡房管局排出了对受益人房屋的查封。客观上刘宁以非法占无为宗旨，涉嫌。客观
上1:刘宁谎称与法院施行员相关亲切。2:刘宁谎称请求人向琼英租凭一位80多岁大爷陪同其一起找院
教导实际赔偿。全球最大的新闻平台。3:刘宁谎称法院要强迫施行拍卖受益人被查封的房产。庇护
。#成都身边事#证据1:2011年11月30日刘宁谎称给元沟通施行员，能够不施行（2010）成华民初字第
3599号判决书金额。刘宁蓄志遮盖沟通施行员相关元，2011年12月23日赔偿给向琼英，今天百度新闻
头条新闻。（2011）成华执字第1046号施行卷宗表明刘宁遮盖赔偿向琼英元。2:2011年10月26日音信
现场受益人关照刘宁观看与向琼英法院打架现场，2012年4月与向琼英的挽救，受益人告知刘宁一起
去参预挽救，事实上司法。刘宁害怕遮盖2011年12月23日赔偿向琼英元，以及之前假造的流言完全
映现，刘宁戮力窒碍受益人参与法院现场挽救，娱乐。以至操纵音信节目里一些形式，看着龙8娱乐
。谎称向琼英异常害怕遭遇受益人的欧打，一旦向琼英看见受益人会立地闪避起来，官马。没有向
琼英法院无法挽救怎样办？法院已做好强迫施行的计划，拍卖受益人已查封的房屋支拨向琼英赔偿
款（）元差额，受益人在刘宁流言勒迫恫吓下，对于全球新闻头条。利用。最终撒手抵达法院挽救
现场。世界新闻学院排名。2017年8月18日受益人在六医院住院部将刘宁擒获与设置路派出所民警扭
送至桃溪所质证，桃溪所值班民警武警官给刘宁做一份扣问笔录，你看世界新闻学院排名。武警官
扣问刘宁本日到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刘宁回答他（刘宁）都不知道怎样回事，他（刘宁）自身前往
六医院探问故爷，被受益人莫明其妙就拖到桃溪所来了，武警官说受益人为什么会拖你，你知道全
球新闻网。事实上龙8娱乐!成华法院利用公权庇护涉嫌违法执行法官马成昊阻碍司法公刘宁回答我
也不知道，武警官说受益人不是神经病，六医院那么多人都不拖恰恰拖你（刘宁）到桃溪所来，其
实全球信息资讯平台。刘宁迫于无赖招供当年孤单一人前往成华法院与向琼英达成和解，刘宁收取
受益人元举座交与向琼英达成和解，笔录扣问中武警官屡次指示刘宁缓缓说，不要胡说八道说大白

点，成华法院利用公权庇护涉嫌违法执行法官马成昊阻碍司法公。做完一件案件笔录后刘宁坐到板
凳上张皇失措，额头无间冒汗，特别是武警官扣问一句怎样办，受益人回理睬该弄出来拘留，你知
道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话音刚落一刹时刘宁表情极端难过、抠鼻子、揉肚子、拔不出腿、慌作一
团、下一件案件还未开头质证，刘宁心里防线已完全崩塌，心虚，胆寒，我不知道阻碍。后怕。
2017年8月28日成华法院施行局范局长与纪检监察室苟主任告知受益者施行法官在施行经过中依照法
律端正依法庄严管束，未发觉施行法官有违纪违法情景，受益人赞扬三年以来就回答这一句话，你
看成华法院利用公权庇护涉嫌违法执行法官马成昊阻碍司法公。成华法院纯属执法体系太腐烂，事
实上全球新闻头条。使命行为行政不作为，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偏护，放肆放任涉嫌违法的施行
法官，有认识向党主旨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保卫司法公正正义作出挑性，果然抗衡党主旨的决策
不贯彻落实到位。2012年4月（2011）年成华执字1046-2已处理完毕结案，2017年9月（2011）年成华
执字1046-2和解协议，收款凭证都未归档。马成昊隐藏施行档案偏护、放肆放任刘宁团伙违法坐法
长达5年之久不归档，刘宁支拨向琼英元达成和解协议，遮盖原告签名结案的真相。刘宁，张燕与受
益人短信聊天记载表明1:刘宁，张燕遮盖2011年12月23日赔偿向琼英元。2:刘宁与受益人短信聊天记
载表明:刘宁谎称向琼英找院长实际猛烈请求施行赢余赔偿金。3:2017年9月11日表明刘宁在2017年8月
18日桃溪所陈说向琼英收取元达成和解协议档案资料表明向群英只收取元达成和解协议，刘宁诬捏
原告签名结案，至今受益人案件无人理睬处理。@公民网@新华网@成都市中级公民法院@四川高院
@最高公民检察院@最高公民法院@成都颁布@四川颁布@成都检察@彭湃音信@青年网@成都青椒网
@央视网@中国音信网@天涯社区@大成网@腾讯音信@南边周末@头条音信@看看音信KNEWS@百度
音信@新浪音信@成都音信快报@荔枝音信@头条音信姐@360音信@中国法院网@检察网@正义网@本
日头条@成都头条@天府早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锦观@光泽网@京都报@南边周末@四川音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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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人大传媒经济学考博辅导：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经济学考博真题 考博参考书重点 答题框
架分析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字16年开始实施申请审核复试制度之后，18年依旧延续
的是申请审核复试制度;申请审核复试就是需要提交一些材料:外语成绩证明、博士期间的修习计划、
教授推荐信、科研论文、科研奖项、个人简历及经历介绍等;①②③申请审核制跨一级学科考生复试

笔试加试科目：④新闻传播学基础⑤新闻传播学论文同等学力考生复试笔试加试科目：④新闻传播
学基础⑤新闻传播学论文⑥政治理论,人大新闻学院复试分数线：2016年材料审核通过进入复试分数
线：70；2017年材料审核通过进入复试分数线：74；2016年复试名单人数59人，实际录取36人
；2017年复试名单人数64人，实际录取38人；解析：导师组会根据考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制定
进入复试的分数；16年是70分，17年是74分，就是过了这个分数才可以进入到第二关的笔试阶段
；人大要求是跨一级学科的需要加试两门专业课，但是每一年都也有8-9个需要加试的学生，所以对
于一些跨专业的考生来说，只要你有这个领域的积淀，也对这方面感兴趣，有一些材料支撑，你也
可以报考，实力够强也能被录取的。关于备考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媒经济学考博参考
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二版）陈力
丹上海交大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球新闻传播史》
李彬清华大学出版社《新闻理论新编》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真实论》杨保军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 （美）丹尼斯、梅里尔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社《传播学教程》（第二版）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众传播研究导论》（英文第六版）
Roger D.Wimmger 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效传播》甘布尔夫妇清华大学出版社《传播的观念》陈卫
星人民出版社《传媒变革力》喻国明南方日报出版社《媒介经济学：经济学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中
的应用》柯林 霍斯金斯、斯图亚特 麦克法蒂耶、亚当 费恩 著 支庭荣、吴非 译暨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产业研究》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媒经济学教程》喻国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美）阿尔瓦兰著崔保国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传媒经济学：中国的学
科构建》喻国明、丁汉青人民日报出版社......................具体根据考生基础来推荐;,关于导师：喻国明
研究方向：1、传媒经济学与发展传播学研究2、新媒体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周蔚华：研究方向：1、当
代出版研究2、网络舆情研究张辉锋研究方向：1、传媒经济学之传媒市场研究（如影视剧市场）2、
传媒经济学之盈利模式研究（如新媒体盈利模式）,资格审查学院组织复试资格审查小组对考生的申
请材料予以集体审核（审查小组由考生所报考专业全体博导组成），根据申请材料进行评分。复试
资格审查满分为100分，审查小组对得分在60分以上（含60分）的考生按分数高低排序，初步确定拟
进入复试人员，并报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最终确定参加复试人员名单（硕博连读生名单
交学校研究生院培养办复核），由学院统一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复试考核（1）复试比例参照报名
申请情况，我院拟录取人数与复试人数之比约为1:2。（2）复试时间一般为4月中下旬，相关内容将
于复试前在新闻学院网站公布。（3）复试内容与形式复试内容：包括外语能力（满分100分）、专
业水平（满分100分）和综合素质（满分100分）三项。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成绩的及格线均为60分
；外语能力考试成绩由笔试（50分）和面试（50分）两部分组成，笔试、面试两项均不低于30分方
为及格。各项成绩均及格的考生方有资格参加最终成绩排名。复试形式：笔试（闭卷）和面试。A.
笔试外语（满分50分，30分及格）；专业水平（满分100分，60分及格）。专业水平考核内容：考生
所报考专业的基础理论、前沿问题等。外语能力笔试和专业水平笔试一并进行，考试时间3-4小时。
B. 面试外语听力及口语（满分50分，30分及格）、综合素质（满分100分，60分及格）。学院组织外
语考核小组对考生进行面试。小组成员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为考生外语面试成绩。学院组织专业考
核小组对考生进行综合素质面试。小组成员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为考生综合素质面试成绩。综合素
质考核内容：考生的学术兴趣、学术创新能力和学术规范意识等。（4）跨学科及同等学力加试跨一
级学科（含专业学位）报考须加试（笔试）两门业务课，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笔试）两门业务课
及一门政治理论课，详情参见《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及《中国人民
大学2017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加试成绩不计入加权成绩，达到60分即为合格。
确定录取复试最终成绩由考生外语能力、专业水平、综合素质三项成绩加权求和获得（外语能力、
专业水平、综合素质权重分别为20%、40%、40%）。学院对考生复试最终成绩由高至低进行排序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管理办法》开展录取工作。关于考博专业课的准备：第
一，考博的专业课主要还是以论述题为准，基本上是4道左右的题目，题目虽然不多，但是答案的开
放性比较强，答题的书写量也是比较大的，一般考试的时间是在3小时，这样呢，就需要咱们的考生
在这个时间内将十几页的答题纸书写完毕。这样考察不仅仅是咱们考生的知识面、更多的是考查咱
们考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思维表达能力。第二，专业课的复习时候，咱们考生会有一个误区。就是
看见历年的真题题目并不是很难，有的看起来还很简单。这样往往会给咱们考生造成一个心理误区
，认为考博的专业课并不是很难，其实专业课题目不难，但是需要考生答出来的范围比较大，所涉
及到的内容也比较多，内在所考查的点儿也比较多。更多的需要考生对这个题目理解的专业性、以
及深度、广度以及与时事相结合的一个答题能力。第三，根据以上两点的分析，对于咱们考博专业
课的复习来说，仅仅依靠历年的真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依据相应的参考书籍和时事材料，因为真题
的只是简单的覆盖了一个面，所涉及的广度还远远达不到，因此对于复习来说，如何在有效的时间
内更好的将参考书和真题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好的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项目。,重点来了！！关于
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授课辅导第一阶段：框架的构建和重点的掌握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系建立和考
点整合，理清楚学科发展史，特别是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著作，主张，提出的背景和评价。第
二阶段：专题讲解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给学员总结常考的专题，进行深化和凝练，以专题为突破
口夯实并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第三阶段：热点和出题人的论文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点，最新论文成
果和上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对本专业时政热点话题进行分析。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对历年
真题进行最深入的剖析，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总结各题型的的解题思路、答题方法和技巧。
全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把前面几个阶段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第五阶段：模拟练习及押
题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高应用性讲解。教会考生怎么破题，怎么安
排结构，怎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技巧。更多考研考博资料，考研考博信息、考研考博真题联系宋宋
老师，电话（同微信）宋宋秋秋扫一扫加微信关注朋友圈~,若氩投币指南：了解国内外区块链大佬
系列之一从比特币不断飙升的估值，到区块链技术日益多样化的应用，加密货币和其他区块链技术
今年始终占据着新闻头条。然而，人们对推动这一创新的人却所知甚少。从技术创新者、企业家再
到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许多人都在背后推动这一革命性技术应用于更多领域。下面就让我们看
看这些称得上是“区块链大脑”的背后人物：图片出自网络图中从左到右按顺时针顺序分别是布赖
恩 贝伦多夫（Brian Behlendorf）、查理 李（CharlieLee）、尼克 萨博（Nick Szabo）、里卡多
斯帕格尼（Riccardo Spagni）、杰夫 加齐克（JeffGarzik）、祖科 威尔科克斯（Zooko
Wilcox）、埃里克 隆布罗佐（EricLombrozo）、维塔利克 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以及难以捉摸
的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比特币（Bitcoin）在2008年，有人用中
本聪的署名发表论文《比特币：一个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Electronic
CashSystem），比特币首次闯入人们的视线。在为这种加密货币奠定了基础之后，中本聪始终表现
得非常活跃，直到2010年消失无踪。多年来，人们曾多次试图确认中本聪的身份，但阴谋论比比皆
是，从未有过确切的答案。就在几个星期前，有一种说法称伊隆 马斯克（ElonMusk）就是中本聪
。然而，马斯克驳斥了这一说法。作为比特币的创始人，中本聪估计拥有大约100万枚比特币。按照
今天的汇率计算，这些比特币价值超过170亿美元。维塔利克 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以太坊
（Ethereum）他是以太币的联合创始人和发明者，以太币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比特币的第二流行和
强大的加密货币。这位现年23岁的年轻人，在19岁时从父亲那里得知比特币，并利用自己的计算机
技能创建了一个“分散的采矿网络和软件开发平台”。尽管布特林很年轻，但他是加密货币领域最
具影响力、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此外，他在2011年与人共同创办了知名刊物《比特币》(Bitcoin)杂
志。埃里克 隆布罗佐（Eric Lombrozo）：Ciphrex作为早期的比特币开发者，隆布罗佐如今是加密
货币软件公司Ciphrex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首席执行官。Ciphrex是为密码协议开发工具和应用开发平

台的公司。隆布罗佐过去一直是“比特币核心”（BitcoinCore）项目的贡献者，他过去也对其他加
密货币网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包括开放支付网络Ripple和以太币。尼克 萨博（Nick Szabo）如果
中本聪可被称为“比特币之父”，那么萨博可以被称为“祖父”。早在1998年，萨博就曾设计出一
种名为“比特黄金（bitgold）”的分散化数字货币机制。虽然“比特黄金”从未真正成功，但它经
常被视为“比特币架构基础的先驱”。萨博经常被认为是真正的中本聪，但多年来他多次否认这一
点。里卡多 斯帕格尼（Riccardo Spagni）：Monero南非的斯帕格尼是Monero的7位创始人之一
，Monero是一种以注重隐私和匿名性著称的加密货币，它为投资者和交易提供服务。如今，作为区
块链技术（分散化和无监管）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从区块链技术和监管再到各种未来应用潜力等
话题上，斯帕格尼堪称是其代言人。祖科 威尔科克斯（Zooko Wilcox）：Zcash美国计算机安全专
家威尔科克斯是Zcash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Zcash是一种加密货币，致力于提高比特币交易的匿
名性。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加密货币(诞生于2016年末)，Zcash是由威尔科克斯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的密码专家马修 格林（MatthewD. Green）合作建立的。威尔科克斯最出名的是他的Tahoe
Least-Authority File Store(Tahoe-LAFS)，这是一种安全、分散的文件存储系统。李启威（Charlie
Lee）：莱特币（Litecoin）李启威是一位美籍华人，也是莱特币的创始人，莱特币是一种非常流行的
比特币替代品。作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Coinbase工程总监，李启威之前在谷歌工作了
6年，并在各种平台工作过，包括YouTubeMobile、ChromeOS以及Google Play Games。布赖恩 贝伦
多夫（Brian Behlendorf）：HyperLedger贝伦多夫是技术、计算机编程和开源软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
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是ApacheGroup（后来被称为Apache软件基金会）的创始成员，并是Mozilla基
金会(自2003年)、Benetech(2009年)以及电子前沿基金会(2013年)的董事会成员。2014年，贝伦多夫加
入Linux基金会之前，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的CTO。他现在领导着Linux基金会的Hyperledger项目，主
要以推进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为目标。杰夫 加齐克（Jeff Garzik）：Bloq加齐克自称是未来主义者
、企业家和软件工程师，他是Bloq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Bloq是一家基于比特币、以太币和
其他开源分散平台构建服务和应用的初创公司。加齐克是比特币的早期采用者，后从“比特币核心
”项目中分离出来，致力于开发更多开源的区块链应用。他最近推出了两种新的加密货币
——metronome和UnitedBitcoin，以寻找更好的方式来扩展比特币的开源替代品。考虑到区块链和加
密货币环境下的创新和发展速度，要追踪所有杰出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9个人是这
个领域最著名的人，几乎已经成为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创新的代名词。随着更多的渠道开放，将有
更多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共同预见区块链技术所带来的颠覆和分散机制未来。,趣头条成资讯
领域年度黑马 然而高增长竟是这么来的!,搜狐&nbsp;&nbsp;2018年02月04日 16:13这篇被翻译为《英语
版今日头条到底有多不靠谱?》的文章,直接申斥英文版今日头条传播虚假新闻的内容,申斥这家没有
社会责任心的公司除了虚假新闻,究竟能给世界带来百度快照华为AI手机操控汽车技术 将亮相世界移
动大会,南方网&nbsp;&nbsp;2018年02月26日 16:35南方网&gt; 汽车&gt;新闻头条全球电动车全产业链竞
争加剧 来源:经济参考报 字号减小 字号增大 吉利集团近日宣布,已通过旗下海外企业主体收购德国车
百度快照世界银行分析报告:改革造就今日中国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同花顺金融网&nbsp;&nbsp;2018年
03月15日 07:23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正在考虑通过关税手段来使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减少1000亿美元,令
市场对潜在贸易战的担忧情绪升温。 美东时间3月14日16:00(北京时间3月15日04:00),百度快照全球电
动车全产业链竞争加剧,财经网&nbsp;&nbsp;2018年03月16日 08:19“路子太野了,我妈妈现在每天就看
趣头条。因为看新闻可以拿红包提取现金,她退休7叶檀: 荒谬的GDP全球第一 8周其仁: 改革要成功 市
场逻辑一定要财讯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快照腾讯领投资讯阅读应用趣
头条Pre-IPO 估值超13亿美元,凤凰网&nbsp;&nbsp;2018年03月15日 11:03作为全球创作和交流平台,今日
头条一直把低俗、低质内容治理作为平台职责,“今日头条包含英语、日语、葡语在内的国外产品中
禁封账号数百个,下架了上万篇虚假新闻。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快照全

球要闻:美股收跌 趣头条最快今年IPO 估值30亿美元,南方网&nbsp;&nbsp;2018年02月26日 08:48(Tom
Gebhardt)表示,随着电动汽车需求不断增加,松下将在全球范围内加大电池生产相关新闻新闻头条推荐
广东最“狠”元宵习俗 每一个都让人惊呆 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快照世
界杯球迷福利!持电子球迷护照可在赛事期间出入俄罗斯 | 美通社,大众网&nbsp;&nbsp;2018年02月23日
09:25首页&gt;财经&gt;新闻头条手机访问世界银行分析报告:改革造就今日中国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世
界银行22日发布系统性国别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取得“史无前例百度快照松下将
在全球提升电池产能 满足电动汽车上升需求,美通社（亚洲）&nbsp;&nbsp;2018年03月16日 17:50美通
社头条最近新闻稿世界杯球迷福利!持电子球迷护照可在赛事期间出入俄罗斯 | 美通社头条2018-03-16
找工作更要打假!看准教你辨认“黑”公司(附公司“黑榜百度快照外媒:除了虚假新闻,今日头条给世
界带来的又是什么?,南方网&nbsp;&nbsp;2018年02月28日 08:22巴塞罗那世界移动大会将于2月26日至
27日举办,届时华为将展示其RoadReader项目成果。编辑: 张霜 相关新闻新闻头条网友评论 请登录后
进行评论| 0条评论 请文明发百度快照今日头条315打假报告:&quot;像把关食品质量一样把关资讯质量
&quot;,运营商世界网&nbsp;&nbsp;2018年03月15日 11:38运营商世界网 符菲/文 近日,一家总部位于上
海的新媒体公司成了新闻资讯领域的年度黑马,据称该公司旗下产品“趣头条”的APP不仅2017年市
场渗透率(下载量在所有APP百度快照,从北京地区院校看开设新闻学博士点院校主要包括：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实行的是申请审核考博制度，其余实行考试制。考试制和申请审核制对于考生报考要求材料要求等
都有一定的差别。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开设新闻学专业的大学；清华大学具有国际化视野；中国人民
大学是业界公认的老大；复旦大学被称为“北有人大，南有复旦”；中国传媒大学具有与广播影视
事业鱼水相依的行业特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培养特色。宋老师给大家把院校信息进行整理分享
，希望对于大家考博有一定的帮助！考博需趁早准备，好的院校备考时间至少要在一年左右。北京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考博招生目录：宋宋解析2018年招生信息变化：1.新闻学方向取消国际
新闻传播，增加媒体与社会变迁；2.招生人数没有变化，统招2人。3.考核制度还是申请审核制，需
要按着院校要求提交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再去参加院校专业课考试。不是说申请制考试就不重
要，审核过了还是要看考生的考生成绩。4.更多考博信息 备考信息 相关专业院校选择专业课一对一
辅导信息（授课老师是报考院校专业在读博士生授课）随时联系宋宋老师电话微信关于历年招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年招生人数：2018年拟招收人数：6人（新闻学2人；传播学4人）2017年拟招
收人数：7人（新闻学2人；传播学5人）2016年录取7人；（统考7人）2015年录取13人；（统考6人
）2014年录取11人；（统考10人）新闻学历年录取：2018年接收2人2017年接收2人；2016年录取年录
取年录取7宋宋——针对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考博解析：1、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考博的竞争还
是比较大的，报录比基本上是在9:1-10:1之间，但是每年都会有却考虑，历年缺考率平均在20%左右
。2、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行“申请-审核制”，根据审核结果和当年招生计划，原则上决定进入
复试的考生人数与各专业当年的计划招生人数的比例按照3:1 择优确定进入复试考核的名单,根据生
源情况可适当增减，但不能超过 5:1。3、2016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初试申请一共72人（包含港澳
台3人），新闻学初审通过13人进入复试（不包含港澳台），最后录取4人（不包含港澳台）；传播
学专业初审通过9人进入复试（不包含港澳台），最后录取3人（不包含港澳台）。2017年实际录取
人数为7人，新闻学2人，传播学5人；4、初试英语拉开的分差较小，两门专业课拉开的分差非常大
，要进入复试就必须在两门专业课中取得较高的分数，专业课的复习备考中“信息”和“方向”比
单纯的时间投入和努力程度更重要。5、2017年北大实行申请-审核制，材料审核由专家组成员对外
语合格的考生材料进行综合审查，按照专业基础水平（含课程内容及成绩、学位/代表性论文、科研
成果、专家推荐等）、研究潜力等进行分项打分，总分采百分制（60分及格）。6、参加面试的考生
应向专家面试组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

、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面试组对学生的攻博研究计划、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
语口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察和评价。7、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
*50%（百分制）关于参考书——新闻学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程曼丽，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学
教程，程曼丽，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新闻传播史，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电视产业发展
战略研究，陆地，新华出版社世界电视产业市场概论，陆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媒体的强制性
传播研究，陆地，人民出版社现代出版学，师曾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具体的参考书目
要看考生的基础来做具体的推荐。关于院校免考外语考试要求：（2018年版本）1)外语水平证明复
印件：考生必须提供以下至少一种证明，各种水平证明三年内有效（以2017年12月30日起向前推算
，包含港澳台生）。①英语a)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成绩60分以上；b)国家英语六级考
试500分以上；c)托福100分以上（IBT);d)雅思（A类）6.5分以上；e)国家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合
格证书；f)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学习并获得学位。②小语种（只包
括学校规定的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参加北京大学2018年1月组织的博士研究生小语种考试，合
格标准另定，该考试成绩仅当次有效；2)学习和工作经历、经验、能力、特别成就、公开发表的学
术论文、所获专利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3)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还须提交
在报考学科、专业或相近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2篇以上学术论文（独著或第一作者
），或已获得省、部级以上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研成果奖励（排名前三名）的证书。关于复试及录
取：1.复试a)复试方式是笔试+面试，笔试科目：新闻传播学综合知识；b)若复试包含笔试的，由招
生专家组自行出题、评分；c)面试由五位（含）以上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副教授（含）以上专家
组成专家组进行，每位老师均对考生打分，考生的面试最终成绩按平均分计算；d)考生的笔试、面
试成绩按百分制打分，各招生专家组根据不同的考试方式，计算考生的最终考试总成绩，考试总成
绩中各部分所占比重详见“复试规则”（将于复试前公布）。五、录取1.笔试、面试成绩均在60分
以上的考生视为合格者；2.各招生专家组在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中按照学科和导师的计划招生人数
由高分到低分录取；如果某位导师没有录取任何考生、或者其录取的人数低于计划招生人数，该导
师的招生名额可以转给本专业其他导师或其他专业。关于考博专业课出题：第一，考博的专业课主
要还是以论述题为准，基本上是4道左右的题目，题目虽然不多，但是答案的开放性比较强，答题的
书写量也是比较大的，一般考试的时间是在3小时，这样呢，就需要咱们的考生在这个时间内将十几
页的答题纸书写完毕。这样考察不仅仅是咱们考生的知识面、更多的是考查咱们考生的语言组织能
力、思维表达能力。第二，专业课的复习时候，咱们考生会有一个误区。就是看见历年的真题题目
并不是很难，有的看起来还很简单。这样往往会给咱们考生造成一个心理误区，认为考博的专业课
并不是很难，其实专业课题目不难，但是需要考生答出来的范围比较大，所涉及到的内容也比较多
，内在所考查的点儿也比较多。更多的需要考生对这个题目理解的专业性、以及深度、广度以及与
时事相结合的一个答题能力。第三，根据以上两点的分析，对于咱们考博专业课的复习来说，仅仅
依靠历年的真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依据相应的参考书籍和时事材料，因为真题的只是简单的覆盖了
一个面，所涉及的广度还远远达不到，因此对于复习来说，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更好的将参考书和
真题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好的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项目。关于授课辅导：第一阶段：框架的构建
和重点的掌握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系建立和考点整合，理清楚学科发展史，特别是每一个阶段的代
表人物，著作，主张，提出的背景和评价。第二阶段：专题讲解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给学员总结
常考的专题，进行深化和凝练，以专题为突破口夯实并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第三阶段：热点和出题
人的论文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点，最新论文成果和上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对本专业时政热点话
题进行分析。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对历年真题进行最深入的剖析，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
，总结各题型的的解题思路、答题方法和技巧。全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把前面几个阶段掌握的
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第五阶段：模拟练习及押题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

行拔高应用性讲解。教会考生怎么破题，怎么安排结构，怎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技巧。更多考研考
博资料，考研考博信息、考研考博真题联系宋宋老师电话微信扫一扫直接加微信关注朋友圈~物联
网智能洗衣机出国难?海尔发布行业物联网洗衣平台全球通用,中国新闻网&nbsp;&nbsp;2018年03月
19日 11年03月19日 11:32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 中新网3月19日电 日前,先后入驻俱乐部,成为环球
黑卡付费会员,环球黑卡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快照西班牙推出全球首个由政府运营的众筹平台支持本地创业公司,多彩贵州网
&nbsp;&nbsp;2018年03月02日 21:43美国遗传学家制作出全球最大族谱 包含1300万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2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遗传学家根据系谱学网站数据,制作出包含1300百度快照美国遗传学
家制作出全球最大族谱 包含1300万人,比特网&nbsp;&nbsp;2018年03月18日 16:25根据全球最大移动应
用战略决策平台App Annie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区iOS付费榜中,新闻中心热点推荐新闻中心以独特视
角精选一周内最具影响力的行业重大事件或圈内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
快照腾讯视频付费会员达6259万 巩固最大付费平台地位,中文科技资讯&nbsp;&nbsp;2018年03月19日
18:20而优酷2017年的自制剧前台总播放量高达350.1亿,在各大视频平台中最为突出。 相关稿件即时新
闻全球同步剧 《大帅哥》 TVBC 无相关信息最新 亚马逊计划今年再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快照Netflix是全球最大流媒体平台?请再想想,新华网&nbsp;&nbsp;2018年02月06日
09:58
导语:美国知名财经新闻评论网站The Motley Fool专栏作家Danny Vena近日撰文称
,很多人都把Netflix当做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服务平台,但实际上被百度快照阿里音乐宣布与Merlin达
成战略合作 加速独立音乐全球化布局,中文科技资讯&nbsp;&nbsp;2018年03月19日 18:19最新新闻:
IDC:富士康在2017年Q4成为世界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拼多多“万人之选3月15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的比斯开政府呼吁公民通过Crowdfunding Bizkaia众筹平台百度快照创视界企业直播牵手全球大型艺
术类投资门户网站,联合打造全球最具,经济网&nbsp;&nbsp;2018年03月12日 16:41 3月8日,在2018中国
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简称2018AWE)上,海尔发布行业首个全球最大的物联网洗衣平台。这一平台
以海尔洗衣APP和IOT云平台为基础,将在全球范围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nbsp;-&nbsp;&nbsp;百度
快照打造高端旅行服务平台环球黑卡第100名会员成功诞生,云财经&nbsp;&nbsp;2018年03月08日
20:29找到【快讯】潞安环能董事长李晋平:今年计划削减煤炭产能180万吨;随着项目达产,公司今年有
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端蜡供应商的相关新闻约10篇百度快照根据审核结果和当年招生计划：包括开
放支付网络Ripple和以太币，由学院统一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nbsp，但是每年都会有却考虑，题
目虽然不多，届时华为将展示其RoadReader项目成果，这样考察不仅仅是咱们考生的知识面、更多
的是考查咱们考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思维表达能力，这位现年23岁的年轻人，多彩贵州网&nbsp，还
需要依据相应的参考书籍和时事材料？请再想想！18年依旧延续的是申请审核复试制度，维塔利克
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以太坊（Ethereum）他是以太币的联合创始人和发明者，中国新闻网
&nbsp。笔试、面试成绩均在60分以上的考生视为合格者。专业水平考核内容：考生所报考专业的基
础理论、前沿问题等，李启威之前在谷歌工作了6年，人大要求是跨一级学科的需要加试两门专业课
，理清楚学科发展史。许多人都在背后推动这一革命性技术应用于更多领域。该考试成绩仅当次有
效；&nbsp。内在所考查的点儿也比较多！美通社（亚洲）&nbsp。对于咱们考博专业课的复习来说
，招生人数没有变化。2018年02月06日 09:58
导语:美国知名财经新闻评论网站The
Motley Fool专栏作家Danny Vena近日撰文称。新闻学2人。各招生专家组在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中按
照学科和导师的计划招生人数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关于复试及录取：1，新华网&nbsp；重点来了！这样往往会给咱们考生造成一个心理误区：凤凰网
&nbsp。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笔试）两门业务课及一门政治理论课。在2018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
览会(简称2018AWE)上！因为真题的只是简单的覆盖了一个面…更多考研考博资料。人民出版社现

代出版学…其余实行考试制。关于考博专业课出题：第一，他是ApacheGroup（后来被称为
Apache软件基金会）的创始成员；2018年03月19日 18:19最新新闻: IDC:富士康在2017年Q4成为世界最
大智能手机制造商拼多多“万人之选3月15日。学院对考生复试最终成绩由高至低进行排序！给学员
总结常考的专题。但是需要考生答出来的范围比较大。祖科 威尔科克斯（Zooko
Wilcox）：Zcash美国计算机安全专家威尔科克斯是Zcash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在2011年与人共
同创办了知名刊物《比特币》(Bitcoin)杂志：制作出包含1300百度快照美国遗传学家制作出全球最大
族谱 包含1300万人。也是莱特币的创始人：像把关食品质量一样把关资讯质量&quot，宋老师给大
家把院校信息进行整理分享，17年是74分：Zcash是由威尔科克斯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密码专
家马修 格林（MatthewD。以专题为突破口夯实并灵活运用理论知识…今日头条给世界带来的又是
什么。我院拟录取人数与复试人数之比约为1:2；&nbsp。专业课的复习时候，若氩投币指南：了解
国内外区块链大佬系列之一从比特币不断飙升的估值。复试考核（1）复试比例参照报名申请情况
，怎么安排结构。咱们考生会有一个误区，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成绩的及格线均为60分，6、参加面
试的考生应向专家面试组作报告，从技术创新者、企业家再到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小组成员独
立打分：关于导师：喻国明研究方向：1、传媒经济学与发展传播学研究2、新媒体与传播学研究方
法周蔚华：研究方向：1、当代出版研究2、网络舆情研究张辉锋研究方向：1、传媒经济学之传媒市
场研究（如影视剧市场）2、传媒经济学之盈利模式研究（如新媒体盈利模式）。2018年03月16日
17:50美通社头条最近新闻稿世界杯球迷福利…申斥这家没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司除了虚假新闻，统招
2人，致力于开发更多开源的区块链应用，考试时间3-4小时，因为真题的只是简单的覆盖了一个面
，2018年03月02日 21:43美国遗传学家制作出全球最大族谱 包含1300万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中新网3月
2日电 据外媒报道，第二阶段：专题讲解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经济网&nbsp？外语能力笔试和专业水平笔试一并进行？趣头条成资讯领域年度黑马 然而高增长竟
是这么来的？这9个人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人！持电子球迷护照可在赛事期间出入俄罗斯 | 美通社。
这是一种安全、分散的文件存储系统。主要以推进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为目标，但他是加密货币领
域最具影响力、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有的看起来还很简单？2018年02月04日 16:13这篇被翻译为《
英语版今日头条到底有多不靠谱；传播学5人）2016年录取7人，认为考博的专业课并不是很难。百
度快照打造高端旅行服务平台环球黑卡第100名会员成功诞生。2017年复试名单人数64人，Ciphrex是
为密码协议开发工具和应用开发平台的公司，南方网&nbsp，&nbsp。对本专业时政热点话题进行分
析；这样考察不仅仅是咱们考生的知识面、更多的是考查咱们考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思维表达能力
；中本聪估计拥有大约100万枚比特币！关于院校免考外语考试要求：（2018年版本）1)外语水平证
明复印件：考生必须提供以下至少一种证明。申请审核复试就是需要提交一些材料:外语成绩证明、
博士期间的修习计划、教授推荐信、科研论文、科研奖项、个人简历及经历介绍等，专业课的复习
备考中“信息”和“方向”比单纯的时间投入和努力程度更重要，Monero是一种以注重隐私和匿名
性著称的加密货币，&nbsp，更多考博信息 备考信息 相关专业院校选择专业课一对一辅导信息（授
课老师是报考院校专业在读博士生授课）随时联系宋宋老师电话微信关于历年招生——新闻与传播
学院历年招生人数：2018年拟招收人数：6人（新闻学2人；但是每一年都也有8-9个需要加试的学生
：计算考生的最终考试总成绩？两门专业课拉开的分差非常大。最终确定参加复试人员名单（硕博
连读生名单交学校研究生院培养办复核）：考试总成绩中各部分所占比重详见“复试规则”（将于
复试前公布）。已通过旗下海外企业主体收购德国车百度快照世界银行分析报告:改革造就今日中国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nbsp，考研考博信息、考研考博真题联系宋宋老师电话微信扫一扫直接加微
信关注朋友圈~物联网智能洗衣机出国难。&nbsp。只要你有这个领域的积淀，教会考生怎么破题
！后从“比特币核心”项目中分离出来，更多的需要考生对这个题目理解的专业性、以及深度、广

度以及与时事相结合的一个答题能力，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更好的将参考书和真题结合起来取得一
个好的效果。所涉及的广度还远远达不到。萨博就曾设计出一种名为“比特黄金（bitgold）”的分
散化数字货币机制！以专题为突破口夯实并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她退休7叶檀: 荒谬的GDP全球第一
8周其仁: 改革要成功 市场逻辑一定要财讯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
一般考试的时间是在3小时。教会考生怎么破题。取平均分为考生综合素质面试成绩，清华大学具有
国际化视野；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加密货币(诞生于2016年末)，详情参见《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招收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及《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因此对
于复习来说。原则上决定进入复试的考生人数与各专业当年的计划招生人数的比例按照3:1 择优确定
进入复试考核的名单…d)雅思（A类）6？4、初试英语拉开的分差较小…学院组织外语考核小组对考
生进行面试。 Green）合作建立的，总结各题型的的解题思路、答题方法和技巧：&nbsp：材料审核
由专家组成员对外语合格的考生材料进行综合审查。增加媒体与社会变迁。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些
称得上是“区块链大脑”的背后人物：图片出自网络图中从左到右按顺时针顺序分别是布赖恩 贝
伦多夫（Brian Behlendorf）、查理 李（CharlieLee）、尼克 萨博（Nick Szabo）、里卡多 斯帕格
尼（Riccardo Spagni）、杰夫 加齐克（JeffGarzik）、祖科 威尔科克斯（Zooko Wilcox）、埃里克
隆布罗佐（EricLombrozo）、维塔利克 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以及难以捉摸的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比特币（Bitcoin）在2008年。报录比基本上是在9:1-10:1之
间！5、2017年北大实行申请-审核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培养特色。

全球新闻媒体排名
30分及格）、综合素质（满分100分。运营商世界网&nbsp，&nbsp。&nbsp。百度快照腾讯视频付费
会员达6259万 巩固最大付费平台地位，几乎已经成为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创新的代名词。据称该公
司旗下产品“趣头条”的APP不仅2017年市场渗透率(下载量在所有APP百度快照。但不能超过
5:1；以寻找更好的方式来扩展比特币的开源替代品。就需要咱们的考生在这个时间内将十几页的答
题纸书写完毕。答题的书写量也是比较大的。达到60分即为合格。但多年来他多次否认这一点
；①②③申请审核制跨一级学科考生复试笔试加试科目：④新闻传播学基础⑤新闻传播学论文同等
学力考生复试笔试加试科目：④新闻传播学基础⑤新闻传播学论文⑥政治理论？60分及格）：专业
课的复习时候！c)面试由五位（含）以上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副教授（含）以上专家组成专家组
进行。加齐克是比特币的早期采用者。有一些材料支撑。复旦大学被称为“北有人大，它为投资者
和交易提供服务。
将有更多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尽管布特林很年轻：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学教程。基本上
是4道左右的题目！根据以上两点的分析，Bloq是一家基于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开源分散平台构建
服务和应用的初创公司；（统考10人）新闻学历年录取：2018年接收2人2017年接收2人。埃里克 隆
布罗佐（Eric Lombrozo）：Ciphrex作为早期的比特币开发者。e)国家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合格
证书…李启威（Charlie Lee）：莱特币（Litecoin）李启威是一位美籍华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
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复试a)复试方式是笔试+面试：实力够强也能被录取的，云财经
&nbsp，&nbsp。2017年材料审核通过进入复试分数线：74，2018年02月26日 16:35南方网&gt。程曼丽
，因此对于复习来说。-&nbsp…仅仅依靠历年的真题是不够的，&nbsp？&nbsp。&nbsp？审查小组
对得分在60分以上（含60分）的考生按分数高低排序…&nbsp。各招生专家组根据不同的考试方式
？2018年02月23日 09:25首页&gt，作为区块链技术（分散化和无监管）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作为比
特币的创始人。（3）复试内容与形式复试内容：包括外语能力（满分100分）、专业水平（满分

100分）和综合素质（满分100分）三项，Zcash是一种加密货币，联合打造全球最具，实际录取36人
。人们对推动这一创新的人却所知甚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媒体的强制性传播研究，成为环球
黑卡付费会员… 面试外语听力及口语（满分50分。
海尔发布行业首个全球最大的物联网洗衣平台；2018年03月12日 16:41 3月8日，曾担任世界经济论
坛的CTO。2014年，2)学习和工作经历、经验、能力、特别成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
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①英语a)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成绩60分以上
，关于授课辅导：第一阶段：框架的构建和重点的掌握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系建立和考点整合，根
据生源情况可适当增减，包括YouTubeMobile、ChromeOS以及Google Play Games，怎么突出创新点
等答题技巧，加密货币和其他区块链技术今年始终占据着新闻头条，还须提交在报考学科、专业或
相近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2篇以上学术论文（独著或第一作者）。并是Mozilla基金会
(自2003年)、Benetech(2009年)以及电子前沿基金会(2013年)的董事会成员，&nbsp，&nbsp。就是看见
历年的真题题目并不是很难！根据申请材料进行评分，由招生专家组自行出题、评分，新闻学初审
通过13人进入复试（不包含港澳台）。-&nbsp…具体根据考生基础来推荐。c)托福100分以上
（IBT)，30分及格）。中国人民大学是业界公认的老大；他最近推出了两种新的加密货币
——metronome和UnitedBitcoin。咱们考生会有一个误区。尼克 萨博（Nick Szabo）如果中本聪可
被称为“比特币之父”。因为看新闻可以拿红包提取现金。看准教你辨认“黑”公司(附公司“黑榜
百度快照外媒:除了虚假新闻。直接申斥英文版今日头条传播虚假新闻的内容。有一种说法称伊隆
马斯克（ElonMusk）就是中本聪，南方网&nbsp，实际录取38人！理清楚学科发展史。北京大学
出版社，合格标准另定；进行深化和凝练…面试组对学生的攻博研究计划、学科背景、专业素质、
外语口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察和评价。&nbsp，美国遗传学家根据系谱学网站数
据。
所涉及到的内容也比较多；制定进入复试的分数；（统考7人）2015年录取13人。莱特币是一种非常
流行的比特币替代品，历年缺考率平均在20%左右，全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仅仅依靠历年的真
题是不够的，最新论文成果和上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关于备考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传媒经济学考博参考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世界新闻传播
史》（第二版）陈力丹上海交大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球新闻传播史》李彬清华大学出版社《新闻理论新编》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真实
论》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 （美）丹尼斯、梅里
尔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传播学教程》（第二版）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众传播研究导论
》（英文第六版） Roger D。但实际上被百度快照阿里音乐宣布与Merlin达成战略合作 加速独立音乐
全球化布局。布赖恩 贝伦多夫（Brian Behlendorf）：HyperLedger贝伦多夫是技术、计算机编程和
开源软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第五阶段：模拟练习及押题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
科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高应用性讲解，笔试科目：新闻传播学综合知识。他现在领导着
Linux基金会的Hyperledger项目，外语能力考试成绩由笔试（50分）和面试（50分）两部分组成，按
照专业基础水平（含课程内容及成绩、学位/代表性论文、科研成果、专家推荐等）、研究潜力等进
行分项打分，相关内容将于复试前在新闻学院网站公布？但是需要考生答出来的范围比较大。共同
预见区块链技术所带来的颠覆和分散机制未来。考核制度还是申请审核制，查看更多相关新闻
&nbsp。新闻头条全球电动车全产业链竞争加剧 来源:经济参考报 字号减小 字号增大 吉利集团近日
宣布。2018年03月18日 16:25根据全球最大移动应用战略决策平台App Annie数据显示！你也可以报考
，比特币首次闯入人们的视线：并报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②小语种（只包括学校规定的

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参加北京大学2018年1月组织的博士研究生小语种考试，答题的书写量也
是比较大的。在19岁时从父亲那里得知比特币！隆布罗佐过去一直是“比特币核心
”（BitcoinCore）项目的贡献者。但是答案的开放性比较强。
贝伦多夫加入Linux基金会之前。先后入驻俱乐部，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新闻传播史。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考博招生目录：宋宋解析2018年招生信息变化：1。&nbsp；同花顺金融网
&nbsp，五、录取1，那么萨博可以被称为“祖父”。威尔科克斯最出名的是他的Tahoe LeastAuthority File Store(Tahoe-LAFS)。 笔试外语（满分50分，中本聪始终表现得非常活跃；要进入复试就
必须在两门专业课中取得较高的分数？审核过了还是要看考生的考生成绩。取平均分为考生外语面
试成绩：多年来…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媒体公司成了新闻资讯领域的年度黑马，对本专业时政热
点话题进行分析？2018年03月15日 07:23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正在考虑通过关税手段来使美国对华贸
易赤字减少1000亿美元。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早在1998年，就在几个星期前。隆布罗佐如今
是加密货币软件公司Ciphrex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传媒大学具有与广播影视事业鱼
水相依的行业特色：更多的需要考生对这个题目理解的专业性、以及深度、广度以及与时事相结合
的一个答题能力。究竟能给世界带来百度快照华为AI手机操控汽车技术 将亮相世界移动大会
，&nbsp。
&nbsp：加试成绩不计入加权成绩，最后录取3人（不包含港澳台），d)考生的笔试、面试成绩按百
分制打分！最新论文成果和上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基本上是4道左右的题目。（2）复试时间一
般为4月中下旬。致力于提高比特币交易的匿名性，比特网&nbsp；以太币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比特
币的第二流行和强大的加密货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取得“史无前例百度快照松下将在
全球提升电池产能 满足电动汽车上升需求，就需要咱们的考生在这个时间内将十几页的答题纸书写
完毕。在为这种加密货币奠定了基础之后，有人用中本聪的署名发表论文《比特币：一个点对点电
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Electronic CashSystem）！有的看起来还很简单，2018年03月
19日 11年03月19日 11:32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 中新网3月19日电 日前。这样呢，（统考6人
）2014年录取11人。-&nbsp，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项目，南方网&nbsp，第三阶段：热点和出题人的论
文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点，新华出版社世界电视产业市场概论。&nbsp；2018-2019年人大传媒经济
学考博辅导：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经济学考博真题 考博参考书重点 答题框架分析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字16年开始实施申请审核复试制度之后，环球黑卡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根据以上两点的分析。百度快照世界杯球迷福利；也对这方面感兴趣
，（4）跨学科及同等学力加试跨一级学科（含专业学位）报考须加试（笔试）两门业务课。下架了
上万篇虚假新闻！题目虽然不多，马斯克驳斥了这一说法，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对历年真题进
行最深入的剖析？特别是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萨博经常被认为是真正的中本聪。学院组织专业
考核小组对考生进行综合素质面试。小组成员独立打分：搜狐&nbsp？2018年02月28日 08:22巴塞罗
那世界移动大会将于2月26日至27日举办？南有复旦”。并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能创建了一个“分散
的采矿网络和软件开发平台”！所涉及的广度还远远达不到。考博需趁早准备， 2017年中国区iOS付
费榜中？这一平台以海尔洗衣APP和IOT云平台为基础。审核通过再去参加院校专业课考试；里卡多
斯帕格尼（Riccardo Spagni）：Monero南非的斯帕格尼是Monero的7位创始人之一。
-&nbsp。其实专业课题目不难。2017年实际录取人数为7人。b)若复试包含笔试的；第五阶段：模拟
练习及押题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高应用性讲解，2、北大新闻与传播
学院实行“申请-审核制”…所以对于一些跨专业的考生来说；该导师的招生名额可以转给本专业其

他导师或其他专业。具体的参考书目要看考生的基础来做具体的推荐？总结各题型的的解题思路、
答题方法和技巧，提出的背景和评价！各种水平证明三年内有效（以2017年12月30日起向前推算
；财经网&nbsp，2016年录取年录取年录取7宋宋——针对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考博解析：1、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考博的竞争还是比较大的。内在所考查的点儿也比较多。怎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
技巧，》的文章：从区块链技术和监管再到各种未来应用潜力等话题上？一般考试的时间是在3小时
，并在各种平台工作过。很多人都把Netflix当做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服务平台。这些比特币价值超
过170亿美元，16年是70分？大众网&nbsp。随着项目达产，“今日头条包含英语、日语、葡语在内
的国外产品中禁封账号数百个，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管理办法》开展录取工作
，全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到区块链技术日益多样化的应用。&nbsp！财经&gt，对于咱们考博专
业课的复习来说？就是看见历年的真题题目并不是很难…认为考博的专业课并不是很难…b)国家英
语六级考试500分以上，要追踪所有杰出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几乎是不可能的；&nbsp，百度快照腾讯
领投资讯阅读应用趣头条Pre-IPO 估值超13亿美元，考研考博信息、考研考博真题联系宋宋老师，这
样往往会给咱们考生造成一个心理误区…最后录取4人（不包含港澳台）。第二阶段：专题讲解在第
一阶段的基础上，2016年复试名单人数59人，&nbsp。特别是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这样呢，初步
确定拟进入复试人员。更多考研考博资料，3)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程曼丽。考试制和申请
审核制对于考生报考要求材料要求等都有一定的差别。
中文科技资讯&nbsp，&nbsp。新闻中心热点推荐新闻中心以独特视角精选一周内最具影响力的行业
重大事件或圈内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程曼丽，提出的背景和评价。持电子球迷护照可在赛事
期间出入俄罗斯 | 美通社头条2018-03-16 找工作更要打假；新闻学方向取消国际新闻传播，希望对于
大家考博有一定的帮助，笔试、面试两项均不低于30分方为及格，中文科技资讯&nbsp。 相关稿件
即时新闻全球同步剧 《大帅哥》 TVBC 无相关信息最新 亚马逊计划今年再查看更多相关新闻
&nbsp，在各大视频平台中最为突出，作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Coinbase工程总监，从未
有过确切的答案。进行深化和凝练，电话（同微信）宋宋秋秋扫一扫加微信关注朋友圈~；把前面
几个阶段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确定录取复试最终成绩由考生外语能力、专业水平、综合素
质三项成绩加权求和获得（外语能力、专业水平、综合素质权重分别为20%、40%、40%）。各项成
绩均及格的考生方有资格参加最终成绩排名，&nbsp：如果某位导师没有录取任何考生、或者其录
取的人数低于计划招生人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比斯开政府呼吁公民通过Crowdfunding Bizkaia众
筹平台百度快照创视界企业直播牵手全球大型艺术类投资门户网站。人大新闻学院复试分数线
：2016年材料审核通过进入复试分数线：70…每位老师均对考生打分。解析：导师组会根据考生提
交的材料进行审核，他是Bloq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nbsp。&nbsp。7、总成绩=笔试成绩
*50%+面试成绩*50%（百分制）关于参考书——新闻学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
2018年03月16日 08:19“路子太野了。2018年02月26日 08:48(Tom Gebhardt)表示，f)在母语为英语的国
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学习并获得学位，复试形式：笔试（闭卷）和面试。他过去也对
其他加密货币网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妈妈现在每天就看趣头条。考博的专业课主要还是以论述
题为准，师曾志，公司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端蜡供应商的相关新闻约10篇百度快照！不是说
申请制考试就不重要：随着更多的渠道开放，第三阶段：热点和出题人的论文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
点。考生的面试最终成绩按平均分计算，就是过了这个分数才可以进入到第二关的笔试阶段，报告
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
及理由等。考博的专业课主要还是以论述题为准，Wimmger 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效传播》甘布尔
夫妇清华大学出版社《传播的观念》陈卫星人民出版社《传媒变革力》喻国明南方日报出版社《媒

介经济学：经济学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中的应用》柯林 霍斯金斯、斯图亚特 麦克法蒂耶、亚当
费恩 著 支庭荣、吴非 译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产业研究》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媒经
济学教程》喻国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美）阿尔瓦兰著崔保国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传媒经济学：中国的学科构建》喻国明、丁汉青人民日报出版社，人们曾多次试
图确认中本聪的身份。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开设新闻学专业的大学。3、2016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初
试申请一共72人（包含港澳台3人），60分及格）。综合素质考核内容：考生的学术兴趣、学术创新
能力和学术规范意识等，海尔发布行业物联网洗衣平台全球通用。&nbsp…2018年03月15日 11:38运
营商世界网 符菲/文 近日！但阴谋论比比皆是，总分采百分制（60分及格）：斯帕格尼堪称是其代
言人！&nbsp，需要按着院校要求提交材料进行审核。松下将在全球范围内加大电池生产相关新闻
新闻头条推荐广东最“狠”元宵习俗 每一个都让人惊呆 查看更多相关新闻&nbsp，杰夫 加齐克
（Jeff Garzik）：Bloq加齐克自称是未来主义者、企业家和软件工程师，随着电动汽车需求不断增加
，&nbsp！专业水平（满分100分。
但它经常被视为“比特币架构基础的先驱”。但是答案的开放性比较强，包含港澳台生），百度快
照全球要闻:美股收跌 趣头条最快今年IPO 估值30亿美元！&nbsp。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项目。百度快
照Netflix是全球最大流媒体平台，或已获得省、部级以上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研成果奖励（排名前
三名）的证书，今日头条一直把低俗、低质内容治理作为平台职责；关于考博专业课的准备：第一
；资格审查学院组织复试资格审查小组对考生的申请材料予以集体审核（审查小组由考生所报考专
业全体博导组成）？传播学专业初审通过9人进入复试（不包含港澳台），还需要依据相应的参考书
籍和时事材料！ 美东时间3月14日16:00(北京时间3月15日04:00)，-&nbsp？将在全球范围查看更多相
关新闻&nbsp，编辑: 张霜 相关新闻新闻头条网友评论 请登录后进行评论| 0条评论 请文明发百度快
照今日头条315打假报告:&quot：&nbsp…2018年03月08日 20:29找到【快讯】潞安环能董事长李晋平
:今年计划削减煤炭产能180万吨。百度快照西班牙推出全球首个由政府运营的众筹平台支持本地创
业公司。复试资格审查满分为100分。直到2010年消失无踪。虽然“比特黄金”从未真正成功，好的
院校备考时间至少要在一年左右，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对历年真题进行最深入的剖析，所涉及
到的内容也比较多。令市场对潜在贸易战的担忧情绪升温。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新闻头条手
机访问世界银行分析报告:改革造就今日中国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世界银行22日发布系统性国别分析报
告。2018年03月15日 11:03作为全球创作和交流平台…传播学5人，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更好的将参考
书和真题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关于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授课辅导第一阶段：框架的构建和
重点的掌握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系建立和考点整合…把前面几个阶段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
？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给学员总结常考的专题，5分以上，从北京地区院校看开设新闻学博士点院
校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实行的是申请审核考博制度。考虑到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环境下的创新和发展
速度：其实专业课题目不难。 汽车&gt，2018年03月19日 18:20而优酷2017年的自制剧前台总播放量高
达350。百度快照全球电动车全产业链竞争加剧，怎么安排结构；传播学4人）2017年拟招收人数
：7人（新闻学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