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考研大纲变动 

备受关注的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各科考试大纲已经

发布， 较去年推迟了两个月发布。最新考试大纲变动与否是考

生最为关心的，为 此我们编写了《2021考研大纲变动白皮

书》，让大家充分了解今年考试 大纲的变动情况，以更好展幵

后续的复习。 

 

一、考试大纲为什么重要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试大纲主要涉及全国统考科目

和全国联 考科目，包括公共课考试大纲和部分专业课考试大纲。

其重要性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点： 

1. 考试大纲的权威性 

统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编制，联考科目考

试大纲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组织编制，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是权威政策指导性用书。 

2. 考试大纲是命题的依据 

全国统考和全国联考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

一组织， 而命题的依据是考试大纲。考试大纲规定了统考科目

和联考科目的考试性 质、考查目标、考试形式、试卷结构和考

查内容，通俗说就是考试大纲规 定了这个科目要考查考生的什



 

  

么能力、考查科目有哪些、以什么题型考查、 题型分值占比是

怎样的、具体考查内容有哪些等等，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专 家会

围绕考试大纲的这些规定进行命题。所以大家要重视最新考试大

纲， 按照大纲最新要求进行备考或调整备考节奏。 

二、新大纲发布后要做什么 

新大纲发布后，大家要重点做以下三方面工作： 

1. 进行新旧大纲的对比 

新大纲发布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新旧大纲的对比，找出

“新增”、 “修改”、“删除”的内容，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大

纲的变动情况。这部分 工作不需要自己去做，博雅汇已经帮大

家整理好了详细的新旧大纲 对比表，拿到本书就已经拿到了对

比表。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博雅汇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新旧大纲

对比表的电子版。 

2. 重点关注大纲新増考査内容 

对于大纲新增、修改、删除的内容，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新

增内容， 新增内容多为当年颁布的最新政策、发生的重大事件

等，具有可考性，很 有可能出现在试卷中。 

对于修改的内容要看是实质性修改还是非实质性修改，如果

具体内 容有增加，则属于实质性修改，也需重点关注，如果是

标题调整、知识点 的拆分与组合，则属于非实质性修改，不用

过于关注。 

对于删除的内容无需过于关注。 

3. 关注大纲的细节调整 

除了关注考查内容的变动之外，我们还需关注大纲中的一些



 

  

细节调 整。以考研数学为例，很多细微的调整是有用意的，比

如由“了解”变为 “理解”、由“会”变为“掌握”、由“理

解”变为“掌握”，其实是提 高了要求。再比如，数学新大纲

提高了高等数学的分值占比，降低了线性 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的分值占比，同时题目数量由 23 道调整为 22 道， 选择题

和填空题单题的分值由每小题 4分调整为每小题 5分。这些调整 

大家都需要重点关注，因为对大家的备考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 考试大纲变动白皮书的内容及特点 

本书由博雅汇教研中心精心编写，主要涵盖科目为政治、英

语、 数学、管综、法硕、教育学，现将本书主要内容及特点介绍

如下： 

1. 新大纲变动情况 

对于新大纲的变动情况，本书首先对各科目新大纲的整体变

动情况 做了介绍，然后以表格形式展现具体的变动情况，新增、

调整、删除，一 目了然，清晰直观，便于大家查看。 

2. 各科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为了让大家了解各个科目是如何考查的，具体考查科目、分

值占比、 题型、题目数量、分值等，特意把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列出，供大家查看。 

3. 新大纲发布后的备考策略 

今年政治、英语、数学、法硕等科目考试大纲均有较大变动，

不少 考生早在大纲发布前就已经幵始复习，面对新大纲的变动

该如何调整自己 后续的备考策略，我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供



 

  

大家参考。 

4. 整体备考规划 

除了调整备考策略，我们在考研复习的时间计划管理、心态

管理等 方面也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希望能对大家后续的复习提

供一些帮助。 

总之，今年大纲整体变动较大，但大家一定要稳住阵脚，从容

应对， 以不变应万变。最后祝大家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2021 考研英语大纲整体变动情况 

2021考研英语大纲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附录 1 大纲词汇发生变化。总词汇量由去年 5497 个

增加到 5522个，其中新增词汇 81个，删减词汇 46个，与此同

时大纲对 144 个 词汇进行了变动，主要是根据拼写和意思进行

整合，调整后变为 140 个。 新增词汇中加入了与新冠疫情、流

感、无人机、算法等相关的词汇，并删 掉一些词频较低的词汇，

这体现了考纲的与时俱进和灵活性。 

第二，附录 2词缀进行了调整变动。词缀总数由 116个增加

至 140个。 其中前缀 81个，与去年相比增加 19个；后缀 59 个，

与去年相比增加 6 个, 个别后缀进行了整合。另外前缀的英文释

义进行了扩充，例词也发生了变 化。 

总体来看，英语考纲词汇的变化对我们备考来说影响不大，



 

  

大家可 以重点去看一下所增词汇和词缀，在原有复习计划基础

上相应调整，继续 复习即可。 

 



 

  

2021 考研英语试卷结构 

英语（二）试卷结构 

部分 节 
为考生提 

供的信息 

指导语 

语言 
测试要点 题型 

题目 

数量 
计分 

1 

英语知识 

运用 

（10 

分） 

 

1 篇文章 

（约 350 

词） 

英语 
英语知识综合运 

用能力 

完形填空 

多项选择 

（四选一） 

20 10 

II 

阅读理解 

A 

4 篇文章 

供约 

1500 

词） 

英语 

理解重要信息， 

掌握文章大意， 

猜测生词词义并 

进行推断等 

多项选择 

（四选一） 
20 40 

（50 

分） 
B 

1 篇文章 

（450~ 

550 词） 

英语 
推理、判断、概 

括能力 
选择搭配 5 10 

  



 

  

III 翻译 

（15 

分） 

 一个或 

几个段 

落（约 

150 

词） 

英语 
理解和表达的准 

确、完整、通顺 
英译汉 1 15 

IV 

写作 

（25 

分） 

A 
规定情 

景 
英语 

写私人和公务信 

函、备忘录、报 

告等 

应用文写 

作 

（约 

100 

词） 

1 10 

B 

图画、 

图表或 

文字 

英语 
写说明性、议论 

性文章 

短文写作 

（约 

150 

词） 

1 15 

总计 
 

45+3 100 

 

 

 

 

 

 



 

 

 

2021 考研英语大纲变动一览表 

第一部分附录 1词汇表 

1.新增词汇 

顺序 新増 顺序 新増 

a 

aftermath 

e 

elicit 

aggregate empathy 

albeit enquiry/inquiry 

algorithm epic 

align equity 

archive erode 

arena f facet 

artifact g gadget 

b 

bearing 

i 

icon 

bolster imminent 

brevity inflict 

c 

check influenza 

concurrent invoke 

configuration i jurisdiction 

contingent 
1 

lawsuit 

convene lucrative 

coronavirus 

m 

mandate 

corporate media 

culminate mediate 

cumulative mentor 

d 

daunting 0 overt 

demographic 

P 

paradigm 

deplete plagiarism 

deploy policewoman 

deter protocol 

directly propagate 

discrete proximate 

discretion 

q 

quarantine 

drone 
query 

dual 

  



 

  

顺序 新增 顺序 新增 

r 
resilient u usually 

rhetoric 

V 

variance 

S 

sibling venue 

situate viable 

slump volatile 

stagnate 

w 

warranty 

stance wary 

stipulate whereby 

surveillance worker 

t 

tangible workout 

temporal   

transition   

 

 

2.变动词汇 

顺序 2020大纲 2021大纲 

a 

aesthetic/esthetic (a) esthetic 

air-conditioning air conditioning 

aluminium/aluminum alumin (i) um 

amid amid (st) 

analog (u) e analog (ue) 

analyse/analyze analyse/-yze 

anybody anybody/anyone 

anyway 二 anyhow 
anyway 

anyhow 

apologise/apologize apologise/-ize 

appal/appall appal (1) 

autumn autumn/fall 

ax/axe ax (e) 

  



 

  

顺序 2020 大纲 2021大纲 

b 

bible Bible 

bacterium (国]bacteria) bacteria 

behaviour/behavior behavio (u) r 

bypass/by-pass bypass 

C 

cafe cafe/cafe 

catalogue/catalogue catalog (ue) 

centigrade centigrade/Celsius 

centimetre/centi meter centimetre/-ter 

centre/center centre/-ter 

chairman chairman/chairwoman/chairperson 

characterise/characterize chara cterise/-ize 

child ([?/.]children) child 

cigaret/cigarette cigaret (te) 

civilisation/civilizatio

n 

civilisation/-zation 

civilise/civilize civilise/-ize 

colour/color colo (u) r 

connexion/connection connection/-xion 

cosy cosy/-zy 

crisis ([pZ.]crises) crisis 

criterion 

([p，.]criteria) 

criterion 

criticise/criticize criticise/-ize 

curriculum (四.[curricula) curriculum 

d 

defence/defense defense/-ce 

dialogue/dialog dialog (ue) 

distill distil (1) 

e 

emphasise/emphasize emphasise/-ize 

encyclopaedia/encyclopedia encyclop (a) edia 

endeavour/endeavor endeavo (u) 「 

enroll/enrol enrol (I) 

  



 

  

顺序 2020大纲 2021大纲 

f 

favour/favor favo (u) r 

favourable/favorable favo (u) 「able 

favourite/favorite favo (u) rite 

fertiliser/fertilizer fertiliser/-zer 

fibre/fiber fibre/-ber 

flavour/flavor flavo (u) r 

foot ([p/.]feet) foot 

formula (0L]formulae) formula 

fulfil/fulfill fulfil (1) 

g 

generalise/generalize generalise/-ize 

glamour/glamor glamo (u) r 

good by/good bye goodbye 

goose ([p/.]geese) goose 

gramme/gram gram (me) 

h 

hamburge hamburger/burger 

harbour/harbor harbo (u) r 

hero 
hero/heroin 

heroin 

honour/honor hono (u) r 

honourable/honorable hono (u) rable 

host 
host/hostess 

hostess 

humour/humor humo (u) r 

humorous humo (u) rous 

i 

ice-cream ice cream 

index ([pL] indexes, 

indices 

index 

industrialise/industrialize industrialise/-ize 

instal/install instal (I) 

installment instal (I) ment 

Internet Internet/internet 



 

  

 

顺序 2020大纲 2021大纲 

j 
jewellery/jewelery jewel (le) ry 

judgement/judgment judg (e) ment 

k 
kilo/kilogramme/kilogram kilogram (me) /kilo 

kilometre/kilometer kilometre/-ter 

1 

labour/labor labo (u) r 

licence/license license/-ce 

litre/liter litre/-ter 

living-room living room 

m 

madame/madam madam 

marvellous/marvelous marvel (1) ous 

maths/math/mathematics mathematics/math (s) 

medium ([p/.]media) medium 

memo 
memorandum/memo 

memorandum 

metre/meter metre/-ter 

millimetre/millimeter millimetre/-ter 

minimise/minimize minimise/-ize 

mobilise/mobilize mobilise/-ize 

modernis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sation/-zation 

mould/mold mo (u) Id 

mouse ([pZ.]mice) mouse 

n 

neighbour/neighbor neighbo (u) r 

neighbou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 (u) rhood 

nornnalisation/normalizatio

n 

normalisation/-zation 

nucleus ([p/.]nuclei) nucleus 

  



 

  

顺序 2020 大纲 2021大纲 

0 

odour/odor odo (u) r 

often often/oftentimes 

okay/O.K./OK okay/OK 

organisation/organization organisation/-zation 

organise/organize organise/-ize 

ought ought to 

owing owing to 

P 

paralyse/paralyze paralyse/-yze 

petrol petrol/gasoline/gasolene 

postman postman/mailman 

practise 
practise/-ice 

practice 

programme/programe program (me) 

proceeding proceedings 

r 

railroad 
railway/railraad 

railway 

realise/realize realise/-ize 

recognise/recognize recognise/-ize 

reflexion/reflection reflection/-xion 

resume resume/resume 

rumour/rumor rumo (u) r 

S 

salesman salesman/saleswoman/salesperson 

skeptical sceptical/skeptical 

skillful/skilful skil (I) ful 

specialise/specialize specialise/-ize 

spokesman 
spokesman/spokeswoman/ spokesperson 

sportsman sportsman/sportswoman 

static (al) static 

steward steward (ess) 

storey/story stor (e) y 

summarise/summarize summarise/-ize 

sympathise/sympathize sympathise/-ize 

systematic (al) systematic 



 

  

 

顺序 2020 大纲 2021大纲 

t 

tactic (s) tactic 

technology technology/tech 

telephone telephone/phone 

theatre/theater theatre/-ter 

thesis ([pZ.]theses) thesis 

tooth (""teeth) tooth 

trolly/trolley trolley 

U utilise/utilize utilise/-ize 

V vapour/vapor vapo (u) r 

W 

waggon/wagon wag (g) on 

waiter 
waiter/wai tress 

waitress 

while while/whilst 

whisky/whiskey whisk (e) y 

V yourself ([p/.] yourselves) 
yourself 

yourselves 

 

3.删减词汇 

顺序 删减 顺序 删减 

a 

acrobat 
f 

fell 

adjoin fitting 

amplifier 
g 

gasolene/gasoline 

b 

bosom gallop 

brim h highland 

brittle 
i 

inlet 

brook inquiry/enquiry 

c caress I loudspeaker 

d 

daunt 
m 

moss 

defendant mutton 

disgrace n Negro 



 

  

顺序 删减 順序 删减 

0 overpass 

t 

tar 

P 

pail telegram 

phone telescope 

piston tramp 

prick u uproar 

q 
quartz 

w 
weld 

quench wreath 

r 

rain z zinc 

rainbow   

rotary 
  

ruby 
  

s 

seaside   

sham   

shopkeeper 
  

slit   

snowstorm 
  

 

第二部分附录 2 常用的前缀和后缀 

1.新增 

序号 具体内容 

1 

a-： not or without； in a particular condition orway 

typically—atypically wake—awake 

2 

ante-： before or earlier； in front of date—antedate room—

anteroom 

3 
cyber-: relating to computers, the Internet, and virtual 

reality crime—cybercrime 



 

  

4 

down-： lower in position, amount, quality, or importance 

river—downriver size—downsize 

5 
e-： electronic, on or using the Internet 

comme rce—e-co mmerce 

6 
eco-： connected with the environment disaster—eco-disaster 

7 
hemi-： half 

sphere—hemisphere 

8 
hyper-： more than usual tension—hypertension 

9 
hypo-： less than usual 

tension—hypotension 

10 
meta-： beyond, higher analysis—meta-ana lysis 

11 
milli-: one thousandth part of meter—millimeter 

12 
neo-： new or recent； or in a modern form classicism—

neoclassicism 

13 
off-： not on or away from 

stage—offstage 

14 
oft-： often 

quoted—oft-quoted 

15 
omni-： all, completely present—omnipresent 

16 pan-： including or relating to all parts or members African—

pan-African 

17 para-： beyond； similar to but not official or not fully 

qualified normal—paranormal medic—paramedic 

18 
retro-： back or backwards active—retroactive 



 

  

19 
up-： at or towards the higher or better part； moved or 

changed completely 

market—upmarket end—upend 

20 
-ing 

surf—surfing 

21 -let 

book—booklet drop—droplet 

22 -y 

inquire—inquiry orthodox—orthodoxy 

23 

-ed 

talent—talented 

bad temper—bad-tempered 

24 

-esque 

picture—picturesque 

Roman—Romanesque 

25 

-friendly 

user—user-friendly 

environment—environment-friendly 

 

2.变动 

序号 2020大纲 2021大纲 

1 

aero-： concerning the air or 

aircraft plane—aeroplane 

space—aerospace 

aero-： concerning the air or 

aircraft dynamic—aerodynamic 

space—aerospace 

2 

anti-： against； opposite of； 

nuclear-antinuclear matter-

antimatter war-antiwar 

anti-： opposed to； the opposite 

of； preventing 

poverty—a nti-poverty climax—

anticlimax theft—antitheft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3 

auto-： of or by yourself 

biography—autobiography 

criticism-auto criticism 

auto-： of or by yourself； 

working by itself 

biography—autobiography pilot—

autopilot 

4 

be-： to treat as the stated 

thing friend-befriend 

little—belittle 

be-： treat as; wearing or covered 

with 

little—belittle 

jewel—bejewelled 

5 

bi-： two； twice； double 

lingual-bilingual cycle-

bicycle 

bi-： two； occurring twice or at 

intervals of two 

lateral—bilateral 

annual—biannual 

6 
bio-： concerning living things 

chemistry-biochemistry 

bio-: relating to life or living 

things diversity—biodiversity 

7 

by-, bye-： less important 

product—by-product way—

byway 

by-: less important 

p rod u ct—by-prod u ct 

8 

cent!-： hundredth part of a 

unit grade—centigrade 

meter—centimeter 

centi-： one hundredth； hundred 

liter—centiliter grade—

centigrade 

9 

co-： together； with author—

coauthor exist—coexist 

co-： together； sharing a job or 

responsibility 

exist—coexist 

author—coauthor 

10 

col-: (used before Z) together, 

with 

location—collocation 

col-： (used before/) together 

location—collocation 

11 

com-： (used before b, m, p) 

together, with 

passion—compassion 

com-： (used before b, m, p) 

together 

passion—compassion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12 

con-： together, with centric—

concentric federation—

confederation 

con-： together federation—

confederation 

13 

contra-： opposite diction—

condiction atural—

contranatural 

contra-: against opposite flow—

contraflow 

14 

cor-： (used beforer) together, 

with 

relate—correlate 

respond—correspond 

cor-： (used beforer) together 

relate—correlate 

15 

counter-： opposite act—

counteract attack—

counterattack 

counter-： against, opposit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corresponding 

example—counter-example 

clockwise—cou nterclockwise 

part—counterpart 

16 

cross-： across； going between 

the stated things and joining 

them 

cou ntry—cross-country 

breed—crossbreed 

cross-： across； combining or 

involving different things 

border—cross-border cultural—

cross-cultural 

17 

de-： showing an opposite； to 

remove； to reduce 

code—decode 

value—devalue 

de-: do the opposite of; remove; 

reduce 

activate—deactivate 

frost—defrost 

value—devalue 

18 

dis-： not； the opposite of 

advantage—disadvantage 

agree—disagree honest—

dishonest 

dis-： the opposite of; stop or 

remove 

honesty—dishonesty 

connect—disconnect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19 

em-： (used before b, m, p) to 

cause to become 

body—embody 

power—empower 

em-： (used beforeb, m, p) put 

into or onto, or provide with； 

cause to be 

power—empower 

bitter—embitter 

20 

en-： to cause to become； to 

make 

danger—endanger 

large—enlarge 

en-： put into or onto】 or 

provide with; cause to be 

danger—endanger 

large—enlarge 

21 

ex-： former (and still living) 

minister—ex-minister wife—

ex-wife 

ex-： former 

wife—ex-wife 

22 

extra-： outside； beyond 

curricular—extracurricular 

ordina ry—extra ord inary 

extra-： outside or beyond； very 

or more than normal 

curricular—extracurricular 

large—extra-la r^e 

23 

fore-： in advance, before； in 

or at the front 

arm—forearm 

warn—forewarn 

fore-： before or in advance； in 

or at the front of 

tell—foretell 

name—forename 

24 

il-： (used before I) not 

legal—illegal 

literate—illiterate 

il-： (used before Z) not 

logical—illogical 

25 

im-： (used beforeb, p) not 

moral—immoral possible—

impossible 

im-： (used before b, m, p) not 

moral—immoral 

26 

in-： not 

direct—indirect 

sensitive—insensitive 

in-： not 

sensitive—insensitive 

27 

infra-： below in a range； 

beyond red—infrared 

structu re—infrastructure 

infra-： below something in a 

range sonic—infrasonic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28 

inter-： between； among 

change—interchange 

national—international 

inter-： between； involving two 

or more 

state—interstate 

national—international 

29 

intra-： inside； within； into 

city—intracity department—

intra-department 

intra-： within； into 

European—intra-European 

muscular—intramuscular 

30 

ir-： (used before r) not 

regular—irregular 

responsible—irresponsible 

ir-: (used beforer) not regular—

irregular 

31 

kilo-： thousand gram—kilogram 

meter—kilometer 

kilo-： thousand 

meter—kilometer 

32 

macro-： large, esp. concerning 

a whole system ratherthan 

particular parts of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structure—macrostructure 

macro-: large, large-scale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33 

mat-： bad or badly function—

malfunction treat—maltreat 

mal-： bad or badly； not correct 

or correctly 

practice—malpractice 

function—malfunction 

34 

micro-： extremely small 

computer—microcomputer 

electronics—microelectronics 

micro-： small, small-scale； one 

millionth part of 

organism—microorganism second—

microsecond 

35 

mid-： middle day—midday 

night—midnight 

mid-： the middle of a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 or a particular 

place 

September—mid-September west—

midwest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36 

mono-： one； single plane—

monoplane tone—monotone 

mono-： one, single 

lingual—monolingual 

37 

multi-： more than one； many 

purpose—multipurpose 

national—multinational 

multi-： more than one or two, 

many 

national—multinational 

purpose—multipurpose 

38 

non-： not 

resident—non (-) resident 

sense—nonsense 

non-： not 

smoker—non-smoker 

39 

out-： outside； beyond live—

outlive door—outdoor 

out-: bigger, further, greater, 

etc; outside or beyond 

live—outlive 

door—outdoor 

40 

over-： too much； above； 

additional 

head—overhead 

time—overtime 

over-： too much； above； 

additional 

weight—overweight head—

overhead time—overtime 

41 

poly-： many centric—

polycentric syllabic—

polysyllabic 

poly-： many 

centric—polycentric 

42 

post-： later than； after 

graduate—postgraduate war—

postwar 

post-： after or later than war—

postwar 

43 

pre-： before； in advance 

pay—prepay 

war—prewar 

pre-： before or in advance 

industrial—pre-industrial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44 

pro-： in favor of, supporting 

America—pro-America 

abortion—pro-abortion 

pro-： in favor of, supporting； 

acting as a substitute for 

European—pro-European noun—

pronoun 

45 

pseudo-： not real； false 

name—pseudonym science—

pseudoscience 

pseudo-: false or not real 

science—pseudoscience 

46 

re-： again； back to the 

former state 

unite—reunite 

use—reuse 

re-： again； again in a better or 

different way； back to a former 

state apply—reapply write—

rewrite unite—reunite 

47 

self-： by means of oneself or 

itself； of, to, with, for, or 

in oneself or itself 

em ployed—self-em ployed 

taught—self-taught 

self-： relating to yourself or 

itself evident—self-evident 

48 

semi-： half； partly circle—

semicircle final—semifinal 

semi-： half； partial or partly 

circle—semicircle conscious—

semiconscious 

49 

step-： not by birth but 

through a parent who has 

remarried 

mother—stepmother children—

stepchildren 

step-: related as a result of one 

parent marrying again 

mother—stepmother 

50 

sub-： under, below； less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ated 

bigger whole 

divide—subdivide 

section—subsection 

sub-： under or below； part of a 

biggerwhole； not as good as other 

people orthings 

way—subway 

section—subsection 

standard—substandard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51 

super-： more, larger, greater 

than usual 

market—supermarket natural—

supernatural 

super-： more, larger, greater 

than usual 

natural—supernatural 

52 

tele-： at or over a long 

distance； by or for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telecommunication 

screen—telescreen 

tele-： at or over a long distance 

communications— 

telecommunications 

53 

therm (o) -： concerning heat 

chemistry—thermochemistry 

meter—thermometer 

therm (o) -： relating to heat 

meter—thermometer 

54 

trans-： across, on orto the 

other side of； between 

Atlantic—transatlantic 

plant—transplant 

trans-： across； into another 

place or state 

Atlantic—transatlantic 

plant—transplant 

55 

tri-： three； three times 

angular—triangular cycle—

tricycle 

tri-： three； occurring three 

times or at intervals of three 

cycle—tricycle 

monthly—trimonthly 

56 

ultra-： beyond； very, 

extremely 

modern—ultramodern 

sound—ultrasound 

ultra-： extremely； above and 

beyond something in a range 

modern—ultramodern sound—

ultrasound 

57 

un-： not 

certain—uncertain 

fortunate—unfortunate 

un-： not； reverse certain—

uncertain tie—untie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58 

under-： too little； below 

develop—underdevelop sea—

undersea 

under-： not enough； below； less 

important or lower in rank 

developed—underdeveloped water—

underwater secreta ry—under-

secreta ry 

59 

uni-： one； single 

form—uniform directional—

unidirectional 

uni-： one 

directional—unidirectional 

60 

vice-： next in the rank； 

below chairman—vice-chairman 

president—vice-president 

vice-： next in rank to 

president—vice-president 

61 

-cy 

accurate—accuracy private—

privacy 

-acy, -cy 

delicate—delicacy 

relevant—relevancy 

62 

-ion, -ition, -ation collect—

collection observe—observation 

-ation, -ion, -ition, -sion, -

tion, -xion 

confirm—confirmation extinct—

extinction 
-sion, -ssion decide—decision 

expand—expansion 

63 

-dom 

king—kingdom free—freedom 

-dom 

bore—boredom king—kingdom 

64 

-ee 

employ—employee interview—

interviewee 

-ee 

employ—employee absent—

absentee 

65 

-er, -or, -ar paint—painter 

beg-beggar 

-er, -or, -ar 

New York—New Yorker 

escalate—escalator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66 

-ery 

brave—bravery slave—slavery 

-ery 

brave—bravery bake—bakery 

machine—machinery 

67 

-hood 

child—childhood 

man—manhood 

-hood 

child—childhood 

brother—brotherhood 

68 

-ism 

Marx—Marxism 

social—socialism 

-ism 

criticize—criticism 

Marx—Marxism alcohol—

alcoholism 

69 

-ist 

psychiatry—psychiatrist 

violin—violinist 

-ist 

socialism—socialist column—

columnist 

70 

-ment 

move—movement 

retire—retirement 

-ment 

advertise—advertisement 

fulfil—fulfilment 

71 

-ness 

dark—darkness 

happy—happiness 

-ness 

happy—happiness polite—

politeness 

72 

-ology 

climate—climatology future—

futurology 

-logy, -ology 

mineral—mineralogy 

climate—climatology 

73 

-ship 

friend—friendship scholar—

scholarship 

-ship 

friend—friendship citizen—

citizenship 

74 

-ure 

close—closure 

expose—exposure 

 

  

-ure 

close—closure 

legislate—legislature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75 

-en 

deep—deepen 

fast—fasten 

-en 

deep—deepen 

length—lengthen 

76 
-ize, -ise 

modern—modernise/ modernize 

popular—popularise/ 

popularize 

-ise, -ize 

drama—dramatise/-ize popular—

popu la rise/-ize 

77 

-able, -ible 

suit—suitable 

question—questionable 

-able, -ible 

fashion—fashionable 

access—accessible 

78 

-al 

nature—na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al 

accident—accidental structure—

structural 

79 -an； -arian, -ian suburb—

suburban Canada—Canadian 

-an, -ian, -arian 

suburb—suburban 

Shakespeare—Shakespearean 

80 

-ate 

consider—considerate 

fortune—fortunate 

-ate 

passion—passionate 

affection—affectionate 

81 

-ese 

China—Chinese 

Japan—Japanese 

-ese 

Po rtuga I—Po rtugu ese 

Vienna—Viennese 

82 

-ful 

care—careful 

pain—painful 

-ful 

joy—joyful 

forget—forgetful 

83 

-ic, -ical 

atom—atomic 

psychology—psychological 

-ic, -ical 

economy—economic (al) specify—

specific 

84 

-ish 

girl—girlish 

child—childish 

-ish 

Ireland—Irish 

child—childish 



 

  

序号 2020 大纲 2021大纲 

85 

-ive 

create—creative 

support—supportive 

-ive 

divide—divisive 

support—supportive 

86 

-less 

hope—hopeless pain—painless 

-less 

hope—hopeless cease—ceaseless 

87 

-like 

child—childlike lady—ladylike 

-like 

child—childlike 

shell—shell-like 

88 

-ous, -ious 

danger—dangerous 

poison—poisonous 

-ous, -ious 

mountain—mountainous prestige—

p restigious 

89 

-some 

tire—tiresome 

trouble—troublesome 

-some 

burden—burdensome 

quarrel—quarrelsome 

90 

-ward 

down—downward up—upward 

-ward 

down—downward 

home—homeward 

91 

-y 

guilt—guilty noise—noisy 

-y 

salt—salty 

sleep—sleepy 

92 

-wise 

clock—clockwise 

other—otherwise 

-wise 

clock—clockwise 

security—security-wise 
  



 

  

四、新大纲发布后考研英语备考策略 

针对最新发布的 2021考研英语(一)和英语(二)大纲，与去年

相 比主要是词汇以及词缀的变动，对于考生而言总体上没有实

质影响，按部 就班的推进自己的复习进程即可。接下来，博雅汇

英语教研室针对 新发布的考纲要求给各位考生一些备考方面的

指导。 

(-)基础知识储备 

1. 词汇 

词汇是英语学习的基石。今年的考纲词汇推陈出新，列入与

当下全 球疫情、科技等相关的高频热词，大家在复习的时候要

注意以下三点： 

(1) 在原有 5500 左右词汇的基础上要去重点熟悉记忆新增

词汇； 

(2) 掌握新增前缀的释义，在考试过程中如遇到，可以成为

解题 关键； 

(3) 注意掌握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等。 

2. 语法 

语法是句子的骨骼。在备考语法阶段，考生应该重点从以下

几方面 入手： 

重点掌握定语、状语，这是考研英语的重点和难点； 

掌握介词短语、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的用法； 

学会长难句的拆解方法以及句内逻辑； 大纲规定的其他语法知

识。 

(二)技巧提升 



 

  

1.完形填空 

(1) 考纲规定 

考查考生对不同语境中规范的语言要素(包括词汇、表达方式

和结构) 的掌握程度，以及考查考生对于语段特征(连贯性和一

致性)的辨识能力。 

(2) 题型分类 

考查题型主要分为逻辑关系题、词汇题(动词、名词、形容词、

副词) 以及固定搭配题。



 

  

(3) 答题时长：建议 15-20分钟 

(4) 解题策略 

第一步：阅读首

段， 

第二步：按段阅

读， 

第三步：带入选项， 

2. 阅读理解 

(1) 考纲规定 

考查考生理解主旨要义、具体信息、概念性含义、进行有

关的判断、 推理和引申，根据上下文推测生词的词义等能力。 

(2) 题型分类 

主旨大意题、段落推断题、例证题、猜词解句题、情感态

度题、

细 节理解题 —)□ 

(3) 

(4) 

第一步：标记段落号； 

第二步：阅读题干，判断考查题型； 

第三步：根据题文同序原则，对应段落阅读解题。 

3. 新题型 

(1) 考纲规定 

考查考生对于连贯性、一致性等语段特征以及文章结构的

理解。 

判断文章主旨； 

按段解题，瞻前顾后寻找解题线索; 

通读全文检验。 

(每一种题型可根据大纲规定考查不同能力，此分类方法不是唯 

答题时长：70-80 分钟 

解题策略 



 

  

(2) 题型分类 

英语一新题型包含三类，小标

题对应、 

英语二新题型包含两类，小标题对应、 

(3) 答题时长：20分钟以内 

(4) 解题策略 

① 小标题对应 

第一步：阅读大标题或者首段首

末句， 

第二步：浏览小标题，划出关键词； 

第三步：阅读对应段落首句、末句、转折句等进行匹配，如

遇难题 先跳过。 

② 选句填空题 

第一步：阅读首段，判断文章中心，预判文章结构； 

第二步：阅读每一个选项的前半句或者首句，寻找匹配线

索； 

第三步：针对空格瞻前顾后，匹配答案。如遇难题，先跳

过。 

③ 排序题 

第一步：针对定位段落(首段)，预判文章结构； 

第二步：阅读每一个选项的首句，判断结构，寻找解题线索； 

第三步：利用线索词，进行段落之间的排序。 

④ 多项对应 

第一步：标记段落号 

第二步：浏览答题框左侧专有名词或者定位线索词，回文

选句填空和排序题; 

多项对应题。 

判断文章主旨; 



 

  

穷尽定位； 第三步：浏览答题框右侧选项，划出关键词； 

第四步：进行原文定位句与选项的匹配。 

4.翻译 

(1) 考纲规定 

英一考查考生准确理解概念或结构较复杂的英语语言文字

的能力； 英二考查考生将英语材料理解并翻译成中文的能

力； 

都要求考生做到翻译准确、完整和通顺。 

(2) 评分标准 

英语一标准： 

① 如果译文与原文意思有明显不同，该句得分最多不超过

0.5 分。 

② 如果考生就一个题目提供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文，并

均正确， 按正确译文给分；如果其中一个译文有错，按照错误

译文评分。 

③ 译文中错别字按每题累计扣分。三个及以上错别字扣 0.5

分，否则 不扣分。 

英语二标准： 

主要按照理解、表达、错译漏译以及试题规定任务四个维度

来进行 译文档次的划分，主要分为四个档次。一档 0-4 分；二

档 5-8分；三档 9-12 分；四档 13-15 分。 

(3) 答题时长：英一建议 20 分钟以内；英二建议 25 分钟

以内。 

(4) 解题策略 

英语一： 



 

  

第一步：拆分句子结构，寻找句子主干； 

第二步：逐一翻译； 

第三步：组合翻译。 

英语二： 

第一步：浏览全文，判断文章中心； 

第二步：按句翻译，长句子翻译准确，短句子翻译的优美； 

第三步：注意段落之间，句句之间的衔接过渡。 

5.写作 

(1) 考纲规定 

主要考查考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能根据所给情境写出应用性

短文， 包含私人和公务信函、备忘录、报告等，以及描述性、叙

述性、说明性、 议论性文章。 

(2) 评分要求 

小作文评分重点在于信息点的覆盖、内容的组织、语言的准

确性、 格式和语域的恰当。 

大作文评分重点在于内容的完整性、文章的组织连贯性、语

法结构 和词汇的多样性及语言的准确性。 

(3) 解题策略 

第一步：仔细阅读作文要求，涵盖内容要点、字数要求以

及文体格式； 

第二步：列出写作提纲，以及要表达的内容要点； 

第三步：根据提纲书写作文，注意写作工整； 

第四步：检查语法与拼写错误。 



 

  

(=)备考时间规划 

最新大纲出来之后，我们在剩下的时间该如何高效备考呢？

下面从 时间规划方面给大家提供备考指导： 

9 月到 11 月一利用好真题，提高备考针对性 

基础较好的学员，如果觉得时间有限，那么在利用真题的时

候可以 优先选择近 10年的真题来深入分析，要掌握好每种题型

的解题策略，尤 其是阅读和写作这两大得分重点题型更要花时

间去攻克。在做完真题之 后，力争做到不留任何生词，并且做

到及时的回顾和复习。写作方面，用 工在平时，积累写作的多

样词汇和句式表达，转化成自己可以驾驭的语言。 

—定要注意质量而不是走马观花比数量。 

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还是要坚持背单词、巩固重点语法知识，

并且 掌握各个题型的解题方法。在具备一定的基础之后，开始

对近十年真题的 研读，做好巩固和总结。 

11 月到考前一不建议继续做新题，开始回顾总结 

考前的心态至关重要，大家应该以回顾做过的真题为主，并

且对于 作文要重点来进行准备。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模拟训练，

训练自己固定时间 内的做题的准确性和做题效率，熟悉考试的

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年这个特殊的疫情期

间，家要钏足劲，利用好最后的这几个月不断发力，刷题总

结，查漏补缺！ 最后祝愿各位考生考试成功，金榜题名！ 

 



 

  

 

一、2021 考研管综大纲整体变动情况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管理类专

业学位联 考综合能力考试大纲在考查内容层面发生一丢丢变动，

体现在写作部分， 对论证有效性分析试题的说明有一处修改，

具体如下： 

“论证有效性分析试题的题干为一段有缺陷的论证”修改

为“论证 有效性分析试题的题干为一篇有缺陷的论证”，“一

段”改为“一篇”， 表述更加严谨。 

另外，在题型示例及参考答案部分，对单项选择题（主要指

问题求解、 逻辑推理）的说明有调整："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

求的”修改为“只有 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021考研管综大纲的变动均不属于实质性变动，大家按部就

班复习 即可。



 

  

二、2021 考研管综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试卷満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2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2.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3. 试卷内容与题型结构 

数学基础 75分，有以下两种题型： 
问题求解 1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 

条件充分性判断 10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 逻辑推理 3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

分 写作 2小题，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

30 分, 论说文 35分，共 65分



 

  

三、新大纲发布后考研管综备考策略 

2021考研管综大纲无实质变动。开始备考的考生，可以按原

计划准 备；还没幵始备考的考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备

考规划。作为一个 汇集三个科目的综合能力考试，对于这三个

科目的能力考查虽各有不同， 但是又存在相同点，即考查考生

的综合分析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是在备考 过程中需要特别训练

的。下面根据各个科目的特点给各位考生提供相应的 备考策略，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备考，成功上岸！ 

数学基础 

管综数学虽然考查的是初高中数学，但题目比较灵活，要求

平均完 成每道题目的单位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在备考数学的过

程中要注意以下几 点： 

第一，要重视基础。每一道题都是由基本的定理、定义、公

式构成的, 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题目，一定要先掌握所

有的公式、定理和定 义，然后再大量的做基础题进行训练。 

第二，要加强训练。力求在解题思路上有所突破。在复习备

考时必 须对所学知识进行重组，搞清相关知识的横、纵向联系，

并转化为自己真 正掌握的知识点，同时注意各章节之间的内在

联系，注意综合性典型考题 的分析，提高自己解决综合性问题



 

  

的能力。 

第三，要重视真题。通过对历年真题试题类型、特点、思路

进行系 统的归纳总结，可以估计一下考试难度，对自己的水平

有一个准确定位， 还可以有意识地培养解题思路。 

第四，要合理安排。时间和计划都需要合理的安排，规划好

每天各 个科目的学习时间，确定好自己的大目标，再把大的目

标拆分成一个个小 目标，分步实现，持之以恒地完成制定的计

划从而达到预期。 

第五，要突破瓶颈。如果出现了学习瓶颈问题，一般是学习

到了一 个关键的阶段，突破瓶颈会有质的飞跃。突破瓶颈最主

要的一点是改变学 习方法，只要方法对了，就会事半功倍。 

2.逻辑推理 

作为源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逻辑来讲，其题目涉

及很多 我们并不了解的领域，并且有些知识点和我们平时的认

知有着些许的差 异，这些差异也是需要我们在备考中特别关注

的。逻辑的备考可以主要从 以下几点进行： 

第一，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多做试题。试题可以辅助我们

去熟悉 一些陌生的专业领域，而考试正是把知识点包装在某些

我们可能不熟知的 领域下进行考查的。公式要掌握，但真正考

查的是我们运用公式去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如果学完

知识点之后还不会做题，这就表示问题的 识别能力和知识点运

用能力这两方面较弱。 



 

  

第二，学会提取知识点，总结规律。在刚学知识点的时候，

我们做 题往往会有考查某种类型某个知识点的提示，所以基本

不涉及知识点的提 取。但真正做题的时候，一套试题覆盖大量

知识点，如果反应不过来需要 运用哪个知识点做题，而只是停

留在语义理解阶段，说明知识点并没有变 成思考习惯，这就是

需要进步和提高的地方。所以在学习知识点的同时将 零碎的知

识点编织成网，将所遇到的知识点总结下来，可以用思维导图工 

具加以辅助，促使我们在提取知识点的时候更迅速。当然这个过

程一定量 的刷题不可或缺，知识就是在运用中熟练的。学习初

期不需要考虑时间， 多花时间总结梳理。要明白“慢就是快”

的道理。但是随着学习进度的推 进，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时间

的重要性，毕竟考试的时间只有 3 个小时， 我们要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考试并取得想要的成绩，所以后期时间的把控 也是很

重要的。 

第三，考前进行实战演练，总结经验。通过模考总结自己的

答题顺序， 总结遇到难题时平复心情的方法，总结考场抗干扰

的方法，稳定做题时间， 同时查漏补缺，发现知识盲区等等。对

于真题进行研读，由于对题目已经 非常熟悉了，可以在不同年

份的题目甚至选项之间找共性。这个阶段可以 总结出大量实战

经验，验证老师讲过的命题方法并有针对性地找到应对策 略。 

写作 

(1) 论证有效性分析 



 

  

论证有效性分析可以理解成逻辑中削弱题型的文章版，所以

是要在 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主要是寻找材料中的逻辑漏

洞进行攻击，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训练提高： 

第一，审题训练。按照审题步骤，精读材料，梳理逻辑结构，

标注 可攻击的漏洞。初学者可以放宽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时间的

限制，但是随着 熟练程度增加，审题速度也要逐渐加快，否则在

考试过程中会浪费过多不 必要的时间。 

第二，写作训练。根据规范化的写作方法进行写作训练，最

好在动 手写作之前先不看解析，这样会对训练完的文章印象更

加深刻，写完对照 解析也更加有针对性。对照解析主要可以从

以下几点进行思考发现问题： 是否有忽略了的攻击点；是否有

识别错误的攻击点；攻击语言是否需要更 加完善。根据以上反

思的内容完善自己的文章，持续进步。平时的写作训 练建议在

电脑上成文，因为用电脑写，一方面便于后续的修订和批注；另 

一方面也便于留存记录或者发给老师批改。 

(2) 论说文备考策略 

论说文的写作考生往往存在着一些误区，认为只要考前突击，

凭借 着自己的初高中作文功底完成一篇中等水平的论说文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 很多过来人的经验表明，管综论说文的备考跟

高中的议论文存在着质的区 别，所以论说文的备考不能懈怠，

备考方法主要是从素材积累和真题训练 两个阶段进行备考。 

第一，素材积累。订阅一些实事评论的高质量公众号，寻找

每期当 中比较有价值的内容文章，作为素材。处理素材可以釆

用以下方法： 

① 从标题入手，预测分析角度 



 

  

② 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 

③ 搜索或者概括文章每段的“主旨句” 

④ 结构思路对比 

⑤ 构建“思维导图”(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⑥ 尝试阐述令你印象深刻的一段话 

⑦ 结构关键词、句子的构建、标点的使用、措辞的感知 

第二，题目训练。按照平时积累素材的方法，根据题目给定

的材料， 思考分析角度，并构建框架，补充内容，完成一篇 700

字左右的写作。 写作完成之后与范文进行对照，发现自己的不

足从而完善自己的写作。如 果觉得自己不能发现自己写作中的

问题，可以组建学习小组进行互相批 改，互相督促学习进步，也

可以请专业老师进行修改，效率更高。 

以上就是管综三个科目复习备考的一些方法和策略，希望能

帮考生 们走出一些备考误区，找到正确的备考方法，得到真正

的提高，也希望考 生们在备考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结果，也

能在备考中收获快乐。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试大纲已经发布，考试大纲的发

布意味 着 2021考研学子即将进入冲刺阶段。在冲刺阶段备考前，

我们不仅要关 注统考大纲还需关注自命题科目大纲。与此同时，

在备考上还需要做好报 考信息确认、心态管理、计划管理和择

校事宜。 

一、考试大纲的重要性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试大纲是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织

编写、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官方发布的唯一权威考研指南。规

定当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相应科目的考试范围、考试要

求、考试形式、试卷结构等 权威政策指导性考研用书。《研招规

定》也明文指出：各考试科目均应当 根据考试大纲（考试内容范

围说明）和对硕士研究生入学的基本要求，参 考大学本科的教

学大纲进行命题。 

所以考试大纲既是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的唯一依据，

也是 大家复习备考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根据今年的考试大纲，

变动其实还是不 小的。数学科目试卷结构的改变以及英语等科

目考察内容的改变都给我们 一个信号：复习要有针对性。



 

  

二、统考大纲和自命题科目大纲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试卷根据命题方不同可以分

为全国统 考科目、全国联考科目和自命题科目。全国统考和全

国联考科目的命题工 作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织；统考科目

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 编制，联考科目考试大纲由教

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组织编 制；自命题科目的

命题工作由招生单位自行组织。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关注 全国统

考和全国联考科目的考试大纲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自己报

考 招生单位自命题科目的变化与否。如果大家有所注意，今年

大部分招生单 位对于初试考试科目名称以及科目内容的考查都

有所调整，所以大家一 定要重点关注自己报考招生单位的招生

简章、招生目录和某某招生单位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及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以及其他相关文 件和信息。



 

  

三、阶段备考建议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试大纲的发布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冲

刺 阶段，所以在备考规划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信息确认 

招生单位陆续会在其官网公布招生简章和招生目录等相关信息，

同 学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并认真阅读，确定自己符合目标招生单位的

报考条件 以及在招生人数、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是否有所调整和改

变。以此制定自 己最后阶段的备考方案。 

2. 心态管理 

时间进入到 9月份，大纲发布、报考咨询和预报名都会陆续来临， 

同学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进而烦躁和焦虑。但其实距离考研还有 100 

多天的时间，时间还有很多。每一位同学，距离考研初试的时间都是

一样 的，但不一样的是，同学们之间在具体的学习任务上和任务的

执行数量上 是不一样的。烦躁和焦虑，不仅仅会让同学们的时间变

少，而且会慢慢蚕 食同学们的坚定，学习状态和学习效率肯定会有

所影响。所以建议同学们 一方面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另一方

面按部就班的完成每天既定的学 习任务。 

3. 计划管理 

希望在最后的 100多天里，每一位同学都可以严格执行每日计划。 

一方面有利于分析单位时间内科目学习效率和时间浪费或效率不高



 

  

的原 因，一方面有利于确保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 

4. 择校指导 

 

 

9月底我们将迎来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10月

中 下旬将迎来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报名。《研招规

定》指 出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所以建议同

学们一定要做 好模考工作，客观评测自己的复习效果和实际水平并

对比目标招生单位往 年实际情况，以此来决定是否坚持目标招生单

位还是说启动 B方案或 C 方案。 

起风了，惟有努力奋斗！ 

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最适合的时间，还在犹豫的你希望尽快认清自己，把握当前

趋势尽早加入备考大军中，博雅汇小编预祝各位 MBA 考生

都取得好成绩。 



 

  

 

 

关注博雅汇 MBA 官网，搞定你的目标院校 

关注博雅汇 MBA 官网，重点院校不是梦 

关注博雅汇 MBA 官网，联考笔试高分笔试梦 

关注博雅汇 MBA 公众号，进行个人背景精准评估 

想要冲刺自己心中梦想院校，获取更多有价值的 MBA 面试

及笔试申请内幕 

有问题可以添加小编微信 byh13011013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