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专业目录 

 

 

第一批本科录取院校(160所)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交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部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                辽宁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沈阳音乐学院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 



南京大学                  苏州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西交利物浦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济南大学 

青岛大学                  郑州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美术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汕头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 

深圳大学                  广州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广西大学                  

广西艺术学院 

海南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音乐学院                

贵州大学 

云南大学                  云南艺术学院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兰州大学 

 

 



第二批本科录取院校(147所) 

 

北方工业大学                首都体育学院                中华女子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 

山西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中医学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渤海大学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体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杉达学院(民办)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民办)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扬州大学                  

南京审计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温州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宁波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华侨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集美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赣南师范大学                井冈山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泰山医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               长江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三峡大学 

湘潭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南华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韶关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                肇庆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五邑大学                  

广东金融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东软学院(民办)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独立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独立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独立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独立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独立学院) 

广东科技学院(民办)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桂林医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学院(民办)              钦州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广西外国语学院(民办) 

三亚学院(民办)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中医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               

延安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 

 

 

第一批预科录取院校(3所) 

 

厦门大学                  暨南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批预科录取院校(14所) 

 

大连民族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扬州大学                  

华侨大学 

集美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目录 

 

 

第一批本科录取院校 

 

 

北京市 

 

 

10001 北京大学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10003 清华大学 

10004 北京交通大学 

10005 北京工业大学 

10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07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10010 北京化工大学 

10012 北京服装学院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10019 中国农业大学 

10022 北京林业大学 

10025 首都医科大学 

10026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27 北京师范大学 

10028 首都师范大学 

100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03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0032 北京语言大学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100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0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0040 外交学院 

10043 北京体育大学 

10045 中央音乐学院 

10046 中国音乐学院 

10047 中央美术学院 

10048 中央戏剧学院 

10049 中国戏曲学院 

10050 北京电影学院 



10051 北京舞蹈学院 

10052 中央民族大学 

10053 中国政法大学 

10054 华北电力大学 

1141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141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9001 北京大学医学部 

 

 

天津市 

 

 

10055 南开大学 

10056 天津大学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10062 天津医科大学 

10070 天津财经大学 

10072 天津音乐学院 

10073 天津美术学院 

 

 

辽宁省 

 

 

10140 辽宁大学 

10141 大连理工大学 

10145 东北大学 

10151 大连海事大学 

10159 中国医科大学 

10173 东北财经大学 

10177 沈阳音乐学院 

 

 

吉林省 

 

 

10183 吉林大学 

10200 东北师范大学 

 

 

黑龙江省 

 

 

102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217 哈尔滨工程大学 

10224 东北农业大学 

10226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上海市 

 

 

10246 复旦大学 

10247 同济大学 

10248 上海交通大学 

10251 华东理工大学 

10252 上海理工大学 

10254 上海海事大学 

10255 东华大学 

10268 上海中医药大学 

10269 华东师范大学 

10271 上海外国语大学 

10272 上海财经大学 

1027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0276 华东政法大学 

10278 上海音乐学院 

10279 上海戏剧学院 

10280 上海大学 

16404 上海纽约大学 

 

 

江苏省 

 

 

10284 南京大学 

10285 苏州大学 

10286 东南大学 

1028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288 南京理工大学 

10294 河海大学 

10295 江南大学 

1030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307 南京农业大学 

10316 中国药科大学 

10319 南京师范大学 

10331 南京艺术学院 

16302 西交利物浦大学 

 



 

浙江省 

 

 

10335 浙江大学 

10337 浙江工业大学 

10343 温州医科大学 

10355 中国美术学院 

16301 宁波诺丁汉大学 

16405 温州肯恩大学 

 

 

安徽省 

 

 

1035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359 合肥工业大学 

 

 

福建省 

 

 

10384 厦门大学 

10386 福州大学 

 

 

江西省 

 

 

10421 江西财经大学 

 

 

山东省 

 

 

10422 山东大学 

10423 中国海洋大学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427 济南大学 

11065 青岛大学 

 

 

河南省 

 



 

10459 郑州大学 

 

 

湖北省 

 

 

10486 武汉大学 

10487 华中科技大学 

1049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10511 华中师范大学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523 湖北美术学院 

11524 武汉音乐学院 

 

 

湖南省 

 

 

10532 湖南大学 

10533 中南大学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 

 

 

10558 中山大学 

10559 暨南大学 

10560 汕头大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10587 星海音乐学院 

10590 深圳大学 

11078 广州大学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16401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593 广西大学 

10607 广西艺术学院 

 

 

海南省 

 

 

10589 海南大学 

 

 

重庆市 

 

 

10611 重庆大学 

10635 西南大学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10655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省 

 

 

10610 四川大学 

10613 西南交通大学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10626 四川农业大学 

10651 西南财经大学 

10654 四川音乐学院 

 

 

贵州省 

 

 

10657 贵州大学 

 

 

云南省 

 



 

10673 云南大学 

10690 云南艺术学院 

 

 

陕西省 

 

 

10697 西北大学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0710 长安大学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甘肃省 

 

 

10730 兰州大学 

 

 

 

 

第二批本科录取院校 

 

 

北京市 

 

 

10009 北方工业大学 

10029 首都体育学院 

11149 中华女子学院 

11417 北京联合大学 

 

 

天津市 

 

 

10057 天津科技大学 

10058 天津工业大学 



10060 天津理工大学 

10063 天津中医药大学 

10065 天津师范大学 

10069 天津商业大学 

10071 天津体育学院 

 

 

河北省 

 

 

14432 河北中医学院 

 

 

山西省 

 

 

10108 山西大学 

10125 山西财经大学 

10809 山西中医学院 

 

 

辽宁省 

 

 

10143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0152 大连工业大学 

10160 锦州医科大学 

10161 大连医科大学 

10162 辽宁中医药大学 

10163 沈阳药科大学 

10167 渤海大学 

10176 沈阳体育学院 

11035 沈阳大学 

12026 大连民族大学 

 

 

吉林省 

 

 

10199 长春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省 

 



 

10212 黑龙江大学 

10228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10240 哈尔滨商业大学 

10242 哈尔滨体育学院 

 

 

上海市 

 

 

10270 上海师范大学 

10277 上海体育学院 

1085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047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1833 上海杉达学院(民办) 

11835 上海政法学院 

13632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民办) 

 

 

江苏省 

 

 

10298 南京林业大学 

10312 南京医科大学 

10313 徐州医科大学 

10315 南京中医药大学 

11117 扬州大学 

11287 南京审计学院 

 

 

浙江省 

 

 

1033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0338 浙江理工大学 

10340 浙江海洋大学 

10344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345 浙江师范大学 

10351 温州大学 

10356 中国计量大学 

11057 浙江科技学院 

11482 浙江财经大学 

11646 宁波大学 



11647 浙江传媒学院 

14275 浙江外国语学院 

 

 

安徽省 

 

 

10366 安徽医科大学 

10369 安徽中医药大学 

10370 安徽师范大学 

 

 

福建省 

 

 

10385 华侨大学 

10389 福建农林大学 

10390 集美大学 

10392 福建医科大学 

10393 福建中医药大学 

10394 福建师范大学 

10402 闽南师范大学 

 

 

江西省 

 

 

10403 南昌大学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10408 景德镇陶瓷大学 

10412 江西中医药大学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10418 赣南师范学院 

10419 井冈山大学 

11318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山东省 

 

 

10431 齐鲁工业大学 

10439 泰山医学院 

10441 山东中医药大学 



10445 山东师范大学 

11510 山东交通学院 

 

 

河南省 

 

 

10471 河南中医药大学 

 

 

湖北省 

 

 

10489 长江大学 

10500 湖北工业大学 

10507 湖北中医药大学 

10512 湖北大学 

10522 武汉体育学院 

10524 中南民族大学 

11075 三峡大学 

 

 

湖南省 

 

 

10530 湘潭大学 

10531 吉首大学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10541 湖南中医药大学 

10555 南华大学 

 

 

广东省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10576 韶关学院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10580 肇庆学院 

10585 广州体育学院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11349 五邑大学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民办) 

12617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独立学院) 

12621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1317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独立学院)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独立学院)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独立学院)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民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59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10598 广西医科大学 

10600 广西中医药大学 

10601 桂林医学院 

10602 广西师范大学 

10603 广西师范学院 

11549 南宁学院(民办) 

11607 钦州学院 

11825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民办) 

 

 

海南省 

 

 

13892 三亚学院(民办) 

 

 

重庆市 

 

 

10617 重庆邮电大学 

10618 重庆交通大学 

10631 重庆医科大学 

10637 重庆师范大学 

11799 重庆工商大学 

 



 

四川省 

 

 

10633 成都中医药大学 

10636 四川师范大学 

10653 成都体育学院 

10656 西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10678 昆明医科大学 

10680 云南中医学院 

10681 云南师范大学 

10689 云南财经大学 

10691 云南民族大学 

 

 

陕西省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10719 延安大学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甘肃省 

 

 

10742 西北民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407 北方民族大学 

 

 

 



 

第一批本科录取院校 

 

 

北京市 

 

 

10001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年，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110多年来，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

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作

为一所以文、理、医、工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北京

大学的校友和教师中有近 500 位两院院士，相当多的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也出自北

京大学。新时期，北京大学在保持传统文理并重优势的同时，正在不断开拓新领域，加强生

物医学、信息科学和技术、材料科学和纳米科学、环境科学和技术等学科建设。目前，北大

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与生物化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植物和动物科学、地球科学、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临床医学、药学与毒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一般社会科学、经济学与商学等 21个学科先后进入全球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前 1%，在内地各高校中遥遥领先。 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为国家和

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应当道德

高尚、学识渊博、体魄健全、意志坚定、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北京大学聚集了中

国最优秀的青年学生，他们求知欲强，富于进取精神，这要求学校提供启迪智慧和富于挑战

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国家栋梁之才。 目前，北大与世界各地 200多所大学

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一些著名大学与北大设立了联合研究机构，如北大-密歇根大学研究院、

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项目，以及北大与耶鲁、剑桥、加州大学等学校的联合本科生项目等。

在学生社团中，活跃着二十多个与国际交流和探讨国际问题相关的学生团体，如学生国际交

流协会（SICA）、拉丁美洲研究会、模拟联合国协会等。他们直接参与接待了克林顿、瓦杰帕

伊、普京、希拉克等近 40位国家元首，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

政要进行面对面交流，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商界巨擘、名校校长亲密接触和深度对话，北大

学生的自信、睿智和思辨给国际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通过交流也使他们能够直接了解

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和观点，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活跃，更富有全球意识。 

 

 

 

 

学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 

邮政编码:     100871 

联系部门:     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     李喆 

咨询电话:     010-62751407 

传真号码:     010-62554332 



学校网址:     www.gotopku.cn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数学类(数学、概率统计、科学与工程计算、信息科学、金融数学)(理工农医类) 

002  天文学(天体物理)(理工农医类) 

003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智能科学等)(理工

农医类) 

004  工科试验类(力学、工程结构、能源与资源、航空航天、生物医学、材料工程)(理工农

医类) 

00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文理兼类) 

006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理工农医类) 

007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管理)(理工农医类) 

008  环境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理工农医类) 

009  地质学类(地质学、地球化学)(理工农医类) 

010  地球物理学类(地球物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理工农医类) 

011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理工农医类) 

012  生物科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理工农医类) 

013  中国语言文学类(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文理兼类) 

014  历史学类(历史学（中国历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文理兼类) 

015  考古学类(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理兼类) 

016  社会学(社会学、社会工作)(文理兼类) 

017  哲学类(哲学、宗教学、哲学（科技哲学与逻辑学方向）)(文理兼类) 

018  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理兼类) 

019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保险学、财政学、发展经济学)(文理兼

类) 

020  工商管理类(金融学、金融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文理兼类) 

021  法学(法学)(文理兼类) 

022  公共管理类(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文理兼类) 

023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传播学)(文理兼类) 

024  人文科学试验班(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文化产业管理)(文理兼类) 

025  理科试验班类/文科试验班类(全校教学资源范围内自由选择专业、政治经济与哲学、整

合科学等)(文理兼类) 

026  英语(英语)(文理兼类) 

027  德语(德语)(文理兼类) 

028  法语(法语)(文理兼类) 

029  俄语(俄语)(文理兼类) 

030  日语(日语)(文理兼类) 

031  朝鲜语（韩国语）(朝鲜语（韩国语）)(文理兼类) 



032  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文理兼类) 

033  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文理兼类) 

034  物理学类(物理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理工农医类) 

035  城乡规划(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理工农医类) 

036  城乡规划(城市规划)(理工农医类)(5年) 

037  考古学类(文物保护)(理工农医类) 

038  临床医学(临床医学)(理工农医类)(6年)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以下内容仅供考生参考。具体事项，以中国人民大学最终公布的《中国人民大学 2017年招收

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本科生招生简章》为准！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有理工学科

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直属于教育部。在长期的

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办学宗旨，积极探索，求真务实，

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

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在教育部学位中心 2013年公布的全国学科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理

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

理 9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农林经济管理 3个一级学科排名全

国第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排名全国第三，中国史排名全国第四，排名第一的学科总数位

居全国高校第三，排名前三的一级学科总数亦居全国高校第三，排名第一的人文社会科学类

一级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之首。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高度重视本科人才培养工作，推

出本科人才培养路线图，坚持“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理念，着眼于“研究型学习制度体系”

建设，通过精实课程、国际研学、名师沙龙、拓展支持、全员导师、研究实践、双选认证、

公益服务等制度，完善人才培养方式，促进学生学习真知识、发现真问题、开展真研究、提

出真见解，为承担使命、奉献社会并逐步成长为未来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打下扎实的

基础。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招收本科生，欢迎优秀学子报考！

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招收本科生，欢迎优秀学子报考！ 

注:1.招生专业目录及名称以联招办报名系统为准。 

2.带●的专业只招文史类学生，带○的专业只招理工类学生，其余的专业文理兼招。 

 

 

备注：以上内容仅供考生参考。具体事项，以中国人民大学最终公布的《中国人民大学 2017

年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本科生招生简章》为准！ 

 

 

学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号 

邮政编码:     100872 

联系部门:     招生就业处 

联 系 人:     招生办 



咨询电话:     010-62511340、400-0123-517 

传真号码:     010-62511156 

学校网址:     www.rdzs.com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文理兼类) 

002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管理科学、贸易经济)(文理兼

类) 

003  金融学类(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保险学)(文理兼类) 

004  财政学类(财政学、税收学)(文理兼类) 

005  社会学类(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文理兼类) 

006  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外交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文理兼类) 

007  人文科学试验班(哲学、●国学、●汉语言、●历史学等 9个专业方向)(文理兼类) 

008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文理兼类) 

009  法学(法学)(文理兼类) 

010  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政务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档案学)(文理兼

类) 

011  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文理兼类) 

012  经济学类(经济学、能源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民经济管理)(文理兼类) 

013  统计学类(○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理工农医类) 

014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与心理学）(○物理学、○材料物理、○化学、○应用心理学)(理

工农医类) 

015  理科试验班（环境理工、环境经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等 4个专业方向)(理工农医类) 

 

 

 

 

10003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成立于 1911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2014年《福

布斯》评出 14所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清华是亚洲唯一入选者）。清华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 2016年公布的世界大学声誉排名显示，清华大学创造中国高

校历年最高，位居 18；QS 2016/17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名列世界第 24名，位

居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第 1名；在 2017年度美国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清华工程类专

业高居榜首。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学府，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医学、传播学、工学、

理学、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均为优势学科，在现代科技向着交叉、融合方向发展



的背景下，清华的理工科利用其综合性的学科优势，在建筑、医学、信息、能源、材料等领

域构建起强大的学科群和学科平台，研究水平国际一流。清华的经济学、管理学科具有广泛

的国际影响力，经济管理学院是最早获得 AACSB和 EQUIS两大全球管理教育顶级认证的中国

内地商学院，被世界著名的《财富》杂志称为「中国最好的商学院」。清华大学是内地考生高

考竞争最激烈的大学，是每年内地近千万考生的首选大学。清华大学非常重视学生国际化的

培养，在校国际生 3000余人，来自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清华就读期间，约半数的本

科生可以到哈佛、MIT、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知名大学交换学习。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精

彩丰富，共有 200多家学生社团。清华大学专门设有香港学生会，致力于为来自香港的同学

们建立一个温暖的家。此外，清华学习环境优美现代，公寓和文化娱乐设施舒适惬意，在清

华园内有十余家风格不同的学生餐厅供应各式中外美食。清华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大多选择

继续学习科研，相当一部分到欧美的知名院校进行深造。据统计，清华是全球范围内获得美

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2017年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力排名，清华大学高居

全球第 3，亚洲第 1。而从清华走出的学生因其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特点，在各个行业都更具竞

争力。 

 

 

备注：清华大学 2017年将通过联合招生考试方式招收台湾和华侨学生不超过 3 人；同时将通

过免试生方式招收香港、澳门和台湾学生。 

 

 

学校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号，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     100084 

联系部门: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     赵丹妮 

咨询电话:     010-62799279 

传真号码:     010-62783100 

学校网址:     http://www.join-tsinghua.edu.cn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水利科学与工程(理工农医类) 

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理工农医类) 

003  土木工程(理工农医类) 

004  机械类(理工农医类) 

005  工业工程(理工农医类) 

006  航空航天类(理工农医类) 

007  电子信息类(理工农医类) 

0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工农医类) 

009  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10  软件工程(理工农医类) 

01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12  环境工程(理工农医类) 

013  工程物理(理工农医类) 

014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理工农医类) 

01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理工农医类) 

016  材料科学与工程(理工农医类) 

017  生物医学工程(理工农医类) 

018  化学(理工农医类) 

019  生物科学(理工农医类) 

020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文理兼类) 

021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文理兼类) 

022  工商管理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理工农医类) 

023  社会科学实验班(文理兼类) 

024  法学(文理兼类) 

025  建筑学（含城乡规划）(文理兼类)(5年) 

026  物理学(理工农医类) 

027  数学与应用数学(理工农医类) 

028  药学(理工农医类) 

029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理工农医类) 

030  新闻学（新闻与传播）(文理兼类) 

 

 

 

 

10004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大

学，是国家“211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和具有研究生院的授

予高校。我校牵头的“2011 计划”“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首批 14个认定的

协同创新中心之一。学校连续 3年入围“QS金砖五国大学排名”前 100名，6 个学科先后进

入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 400强。 

目前学校已形成“一校多区”办学格局。在被称为“学府胜地”的北京市海淀区建有东西两

个校区，总面积近 1000 亩，建筑面积 91万平方米。2015年 9月，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威海

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各校区均具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施，校园环境优美。 

北京交通大学作为交通大学的三个源头之一，历史渊源可追溯到 1896年，前身是清政府创办

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学校，是中国近代铁路管理、

电信教育的发祥地。 

历经三个世纪的跨越发展，学校形成了以信息、管理等学科为优势，以交通科学与技术为特

色，工、管、经、理、文、法、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完备的学科培养体系。学校有交通运

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2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桥梁与隧道工程 2个二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包括一级学科所涵盖的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达到 8个；建有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15个；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20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34个，有 MBA、工程硕士、



会计硕士、法律硕士等 13类专业学位。 

学校把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作为提高办学实力的关键，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把人才培

养作为办学的根本任务，素质教育成绩斐然。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不断提

升社会服务能力。把加强合作交流作为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数代交大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北京交通大学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行业和首都区域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学

校紧紧抓住国家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特别是加快发展轨道

交通，以及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和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机遇，为服务国家交通、

物流、信息、新能源等行业以及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备注：专业名称中含有“试验班”或“类”的均为按大类招生的专业，该大类内所包含的具

体专业或方向可登陆我校招生资讯网查询（http://zsw.bjtu.edu.cn）。 

建筑类专业要求有美术基础。 

 

 

学校地址:     北京市西直门外上园村 3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联系部门:     招生就业处 

联 系 人:     闫立 

咨询电话:     010-51688441 

传真号码:     010-51688421 

学校网址:     http://www.bjtu.edu.cn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经济管理试验班(文理兼类) 

002  法学(文理兼类) 

003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文理兼类) 

004  计算机类(理工农医类) 

005  软件工程(理工农医类) 

006  交通运输类(理工农医类) 

007  电气类(理工农医类) 

008  建筑类(理工农医类)(5年) 

 

 

 

 

10005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 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相结合的多

科性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成为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1996年 12月学校通过国家“211 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二十一世纪重

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 

目前学校已覆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9个

学科门类；拥有 3个国家重点学科、39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工程硕士、工商管理、建筑学、应用统计、工程管理、社会

工作、公共管理、艺术硕士、教育硕士、城市规划等 10种专业学位类别，19个工程硕士培

养领域；59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国家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级产学研中心 1个、国际合作

中心 1个、省部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 6

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 1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6 个、北京市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 8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3个、行业重点实验室 3个。截至 2016

年 4月底，在职教职工总数 2929人，其中专任教师 1880人。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名，

中国工程院院士 8名，北京市战略科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 1名，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

师奖”获得者 3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9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11名，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入选者

15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入选者 3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入选者 11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2名。截至 2016年 4

月底，学校在校生 27000余人，其中研究生 10000余人，全日制本科生 13000 余人，成人教

育本专科生 3900余人，留学生 1000余人。 

学校将继续秉承“不息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努力提升办学水平，增强办学实力，提高

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进育人质量的提高，努力将北京工业大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有

特色、高水平大学，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首都“世界城市”建设做出积

极的贡献。 

 

 

 

 

学校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号 

邮政编码:     100124 

联系部门:     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     郭载勋 

咨询电话:     010-67391609 

传真号码:     010-67392312 

学校网址:     www.bjut.edu.cn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班）(理工农医类) 

002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班）(理工农医类) 

003  工业设计(文理兼类) 

004  建筑学(理工农医类)(5年) 

005  城乡规划(理工农医类)(5年) 

006  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07  通信工程(理工农医类) 

008  信息安全（实验班）(理工农医类) 

009  数字媒体技术(理工农医类) 

010  软件工程（实验班）(理工农医类) 

011  土木工程(理工农医类) 

012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学）(理工农医类) 

013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物联网工程）(理工农医类) 

014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理工农医类) 

015  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理工农医类) 

016  会计学(文理兼类) 

017  金融学(理工农医类) 

018  经济统计学(理工农医类) 

 

 

 

艺术类 

019  动画(文理兼类) 

020  设计学类(文理兼类) 

021  美术学类(文理兼类) 

 

 

10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

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学校分为学院路校区和沙河校区，占地 3000亩，总建筑面积 170余万平

方米。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

2001年进入“985 工程”，2013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学校学科繁荣，特色鲜明。现有 30个学院，涵盖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和

艺术 10个学科门类。有 8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并列全国高校第 7名），28 个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9个北京市重点学科，28个国防特色重点学科，排名全国前十名的学科共 13

个。在航空、航天、动力、信息、材料、仪器、制造、管理等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形成了航空航天与信息技术两大优势学科群，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

学五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工程学进入全球前 1‰，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学

科的基础。 



学校名师荟萃，人杰地灵。在职教职工 3833人，其中专任教师 2387人，教授、副教授 1726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比例为 78.0%。凝聚了以 22位两院院士、24位中组部“千人计

划”入选者、31位“973”计划首席科学家、52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40位“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诺贝尔奖获

得者 2人，涌现出众多国家一等奖获得者、领域专家和型号总师，以及一大批年轻有为、造

诣精深的专家学者。 

学校精育良才，立德树人。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9951 人，其中本科生 15466人，硕士研究生

9113人，博士研究生 4305人，在校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1067人。学校牢固树立人才培养

的中心地位，全面落实人才培养“长城行动计划”，着力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卓越

工程师”“试点学院”等国家改革计划，逐步形成了“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国

际视野”协调发展的领军领导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面向国际，开放交融。通过实施“UPS 国际化发展战略”，构建北航国际交流合作网络

和平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有力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 

 

 

 

 

学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号 

邮政编码:     100191 

联系部门:     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     马树微 

咨询电话:     18518177557 

传真号码:     010-82328042 

学校网址:     zsjyc.buaa.edu.cn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理工农医类) 

002  电子信息类(含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电磁场与无线技术、民航信息工程等)(理工

农医类) 

003  自动化类(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04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05  飞行器动力工程(国家试点学院)(理工农医类) 

006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空工程)(理工农医类) 

0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工农医类) 

008  机械工程(含飞行器制造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微机电工程等)(理工农医类) 

009  工业设计(理工农医类) 

010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工商管理、金融学等)(理工农



医类) 

011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安全、统计学)(理工农医类) 

012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理工农医类) 

013  交通运输类(含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器适航技术等)(理工农医类) 

014  土木类(土木工程)(理工农医类) 

015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天工程)(理工农医类) 

016  仪器类(含光电信息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遥感科学与技术、探测制导等)(理工农医

类) 

017  物理学类(应用物理学、核物理)(理工农医类) 

018  软件工程(理工农医类) 

019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理工农医类) 

02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理工农医类) 

021  社会科学试验班(法学、行政管理、经济学、英语、德语、翻译、心理学)(文理兼类) 

 

 

 

 

10007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

设的高校，是全国首批设立研究生院，首批进入“211 工程”，第十所进入“985 工程”建设

行列，进入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1 计划”的理工为主、工理管文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 

学校的前身是 1940年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949年随党中央迁至北平，

1952年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校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秉承“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始

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与社会发展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 

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导向，创造了第一台电视发射接收装置、第一枚二级固体

高空探测火箭、第一辆轻型坦克、第一部低空测高雷达、第一台 20公里远程照相机等多项新

中国第一。 

新世纪以来，学校在国家多项重大工程中承担的任务数量位居全国高校之首：勇挑 2008年科

技奥运、绿色奥运和奥运安保科研重担，承担的项目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在 2009年国庆

60周年阅兵的 30个方阵中，学校参与了 22个方阵的装备设计和研制，在 2015 年“9.3”大

阅兵的 27个地面装备方队和 10个空中飞行方队中，学校参与了 17个地面方队和 8个空中方

队的装备研制工作，数量和深度位列全国高校第一；设计和研制了“神舟”与“天宫”对接

的核心部件，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实施了中国首次太空基因实验；研制的测控数

传一体化应答机成功用于中国首颗新北斗导航卫星；“嫦娥二号”遵循北理工“轨迹”成功

实现全球首次对“战神”小行星的近距离探测。 

70多年来，北京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培养卓越工程师的红色摇篮，为祖国输送了 20万余名高

层次人才。其中有前国家领导人李鹏、曾庆红、叶选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 110余位省

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中

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中国自动武器专家、“中国枪

王”朵英贤等 35位院士。 



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正承载着强我中华的光荣与梦想，遵循七十年校庆时张德江同志提出的

树立“引领之雄心、育才之恒心、报国之决心”的要求，朝着“把北京理工大学建成世界一

流大学”的目标大踏步迈进！北京理工大学正张开坚实的臂膀，真诚地欢迎您——满怀立志

报国、创业奉献之情的青年学子。 

 

 

备注：北京理工大学新生学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2016年大部分普通专业学费标准

每人 5000-6000元人民币/年；软件工程专业前两年学费标准每人 5500元人民币/年，后两年

学费标准每人 12000元人民币/年；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专业学费标准每人 56000 元/年。

2017年学费标准以当年度国家公布的标准执行。 

 

 

学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 

邮政编码:     100081 

联系部门:     本科招生办 

联 系 人:     那奇 

咨询电话:     010-68913345 

传真号码:     010-68423233 

学校网址:     http://admission.bit.edu.cn/ 

 

 

招生专业 

 

 

普通类 

 

 

001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理工农医类) 

002  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理工农医类) 

00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理工农医类) 

004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对抗技术)(理工农医类) 

005  电子科学与技术(理工农医类) 

006  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0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理工农医类) 

0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理工农医类) 

009  软件工程(理工农医类) 

010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理工农医类) 

011  数学菁英班(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理工农医类) 

012  物理菁英班(应用物理学)(理工农医类) 

013  化学菁英班(化学、应用化学)(理工农医类) 

01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理工农医类) 

015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理工农医类) 

016  工业设计(理工农医类) 

017  国际经济与贸易(文理兼类) 



018  经济学(文理兼类) 

019  社会工作(文史类) 

020  法学(文史类) 

021  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会计学)(理工农医类)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于 1952年，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首批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之一，是首批进入国

家“211 工程”建设行列的高校，是首批“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试点高校。

2014年，学校牵头的，以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为核心高校的“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成功入选国家“2011 计划”。 

学科基础坚实： 

学校下设 13个学院招收本科生。现有 1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3个博士学科点，121个硕

士学科点，48个本科专业。现有 1个国家科学中心，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 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4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5 人（双聘 2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5人，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人，国家“千人计

划”入选者 19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4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5人、讲

座教授 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8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8 人，“万人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3 人，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优秀人才 107人，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教职工 464人，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职工 744人。 

科研硕果累累： 

1978～2015年 12月底，共申请专利 5310余项，授权专利 2943项；有 2000余项科研成果获

国家、省、部委级等各种奖励，其中国家级奖励 165 项。1999年教育部编辑的《中国高等学

校科技 50年高校获奖重大成果一览表》中收录北京科技大学 12项重大科研成果，在全国高

校中名列前茅。据教育部统计，1978～2011年，学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列全国高

校第 4。近几年学校大批科研成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人才培养全面： 

2015年底，全日制在校生 2.4 万余人，其中本专科生 13588人，各类研究生 9912人（其中

博士生 2961 人、硕士生 6951人），外国留学生 850人，在站博士后 233人。学校每年被评为

全国高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学生代表队在全国第一至六届机器人电视大赛中稳居前三甲，

两次获得冠军，于 2005年参加亚太地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获得亚军。 

 

 

备注：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于 1952年，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等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首批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之一，是首批

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行列的高校，是首批“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