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普通高校在津招生计划编制说明（理工类） 

一、本招生计划是考生填报志愿的依据。凡未列入公布的招生院校均不具有

在津招生资格。 

二、招生计划编制按照理工类录取顺序分为： 

提前本科批次招生计划； 

天津市“农村专项”批次招生计划； 

本科批次 A阶段招生计划； 

本科批次 B阶段招生计划； 

高职高专提前批次招生计划； 

高职高专批次招生计划。 

按照艺术类录取顺序分为： 

艺术类本科批次自划线阶段招生计划； 

艺术类本科批次统考阶段招生计划； 

艺术类本科批次校考阶段招生计划； 

艺术类高职批次统考阶段招生计划； 

艺术类高职批次校考阶段招生计划。 

按照体育类录取顺序分为： 

体育类本科批次招生计划； 

体育类高职批次招生计划。 

三、院校名称左侧数字为该院校代码，右侧数字为该院校各专业招生计划数

之和；专业名称左侧数字为该专业代码，右侧数字为该专业招生计划数。 

四、招生院校计划中所列各专业的学费标准由招生院校提供，仅供考生参考。

部分院校在编制招生计划时尚未落实收费标准，所以未予公布；已公布的收费标

准有些仍在落实过程中，因此招生院校的收费标准应以考生录取通知书随附的收

费明细表为准。 

五、凡专业名称后未注明学制的，本科为 4年，高职（专科）为 3年。 

六、招生院校专业名称后注有“●”的，指该专业招收英语语种考生；注有

“☆”的，指该专业招收参加外语口试且成绩合格考生。 

七、考生报考军队、武警院校，须按规定时间参加面试和军检，并特别注意

军队、武警院校招生专业分为指挥类、非指挥类、一类专业、二类专业，不同类

别有不同的军检标准和分数要求。 

报考公安、司法等院校的考生，也需按规定时间参加面试和体测。 

八、考生了解有关院校简介、招生原则、办学地点、专业填报要求（身体、

单科分数）等情况，请参阅院校《招生章程》，登陆院校网站、招考资讯网站或

直接向院校咨询。 

九、部分高校在编制艺术类及特殊类型招生专业时，可能会出现个别考生已

取得相关专业报考资格，但该专业未在计划中体现的情况。如遇此情况，考生请

与高校或区招办联系，我办会与高校协商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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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教学〔2003〕3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开

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就业已实行双向选择，原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实行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此，在充分征求高等

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并在 200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实行。为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指导意见》是深入贯彻依法行政、依法治招、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

自主权，明确高等学校在招生体检方面的责任、深化高等学校招生管理体制改革的

重要举措，体现了对所有考生权益的保护，对残疾考生的关爱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指导意见》对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身体状况的要求与原《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标准》不同的是： 

  1．进一步放宽对患疾病或生理缺陷者的录取要求。除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

性疾病、血液病、心脏病、高血压等无法完成学业的疾病及学习不能自理的考生，

高等学校可以不予录取外，对患有其他疾病的考生，只要不影响专业学习和其他学

生，录取时一般应不受限制。  

  2．对原体检标准规定患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的考生不能录取的专业进行了

调整。明确了由于所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能按专业培养方案完成学业的录取

受限专业；对患有不影响专业学习的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但今后对在该专业领域

内就业可能有影响的，提出不宜就读专业的指导性建议，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报

专业。 

  3．由于视力及肝功不正常等方面的原因，高等学校可限定部分专业不予录取。  

  4．对肢体残疾、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且高考成绩达到录取要求的考生，高

等学校不能因其残疾而不予录取。  

  5．高等学校应对入学新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对复查后不能进行正常

学习的，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三、《指导意见》只作为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时对其身体健康状况要求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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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高等学校可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培养要求，提出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

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必须合法、合理，有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但不得以不具备办

学条件或不符合培养要求为由，拒收确能进行所报专业学习的残疾考生。补充规定

要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 

  四、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是高等学校录取时对考生进行德智体全面考

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和高等学校要充分重视，并

根据本通知的有关要求，制定详细的实施办法，向社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省级招

办在录取阶段要给高等学校提供完整、清晰的考生体检电子档案，以便于高等学校

录取时审核。残疾考生招生工作是高校招生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省级招生委员会

可吸收本省残联作为成员单位，加强协调与合作。 

  五、原《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 

  六、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将本通知及《指导意见》尽快转发至

本地区各高等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一、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 

  1、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

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心肌病、

高血压病。 

  2、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3、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4、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

滥用和依赖。 

  5、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 

  6、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可以不予录取。 

  （1）原发型肺结核、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炎已治愈或治愈

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2）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等）、血行性播散型肺结核

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3）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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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 

  1、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的专业：以颜色波长作为严格技术标

准的化学类、化工与制药类、药学类、生物科学类、公安技术类、地质学类各专业，

医学类各专业；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野生动物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生态学、侦察学、特种能源工程与烟火技术、

考古学、海洋科学、海洋技术、轮机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化工程、林产化工、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茶学、林学、园林、蚕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水产养殖学、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环境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

各专业。 

  2、色觉异常 II度（俗称色盲）不能录取的专业，除同轻度色觉异常外，还包

括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摄影、动画、博物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

科学、应用气象学、材料物理、矿物加工工程、资源勘探工程、冶金工程、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交通运输、油气储运工程等专业。专科专业与以上专业相同或相近

专业。 

  3、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兰、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

信号灯、几何图形者不能录取的专业：除同轻度色觉异常、色觉异常 II 度两类列

出专业外，还包括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农业

经济管理类、图书档案学类各专业。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兰、紫

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字母者不能录取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4、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 5．0者，不能录取的专业：飞行技术、航海技术、

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侦察。专科专业：海洋船舶驾驶及与以上专业相同或相

近专业（如民航空中交通管制）。 

  5、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 4．8者，不能录取的专业：轮机工程、运动训练、

民族传统体育。专科专业：烹饪与营养、烹饪工艺等。 

  三、患有下列疾病不宜就读的专业 

  1、主要脏器：肺、肝、肾、脾、胃肠等动过较大手术，功能恢复良好，或曾

患有心肌炎、胃或十二指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史，甲状腺机

能亢进已治愈一年的，不宜就读地矿类、水利类、交通运输类、能源动力类、公安

学类、体育学类、海洋科学类、大气科学类、水产类、测绘类、海洋工程类、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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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武器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科学类、环境生态类、旅游管理类、草业科学

类各专业，及土木工程、消防工程、农业水利工程、农学、法医学、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动物科学各专业。专科专业不宜就读烹饪工艺、西餐工艺、面点工艺、

烹饪与营养、表演、舞蹈学、雕塑、考古学、地质学、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工业设备安装工程、铁道与桥梁工程、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铁

道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 

  2、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

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不宜就读的专业同第三部分第一

条。 

  3、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不宜就读的专业同第三部分第一条。 

  4、屈光不正（近视眼或远视眼，下同）任何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大于 400

度的，不宜就读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与核技术、生物医

学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专科专业：与以上相同或相近专业。 

  5、任何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大于 800度的，不宜就读地矿类、水利类、

土建类、动物生产类、水产类、材料类、能源动力类、化工与制药类、武器类、农

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植物生产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医学类、心理学

类、环境与安全类、环境科学类、电子信息科学类、材料科学类、地质学类、大气

科学类及地理科学、测绘工程、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油气储运工程、船舶与海洋

工程、生物工程、草业科学、动物医学各专业。专科专业：与以上相同或相近专业。 

  6、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大于 400度的，不宜就读工学、农学、

医学、法学各专业及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生物技术、地质学、生态学、环境科

学、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生物科学、应用心理学等专业。 

  7、两耳听力均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另一耳全聋的，不宜就读法学

各专业、外国语言文学各专业以及外交学、新闻学、侦察学、学前教育、音乐学、

录音艺术、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各专业、医学各专业。 

  8、嗅觉迟钝、口吃、步态异常、驼背，面部疤痕、血管瘤、黑色素痣、白癜

风的，不宜就读教育学类、公安学类各专业以及外交学、法学、新闻学、音乐表演、

表演各专业。 

  9、斜视、嗅觉迟钝、口吃不宜就读医学类专业。 

  此部分内容供考生在报考专业志愿时参考。学校不得以此为依据，拒绝录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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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要求的考生。 

四、其他 

  1．未列入专业目录或经教育部批准有权自定新的学科专业，学校招生时可根

据专业性质、特点，提出学习本专业对身体素质、生理条件的要求，并在招生章程

中明确刊登，做好咨询解释工作。 

  2．公安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按公政治[2000]137号文件执行。 

  3．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按[1997]后联字 2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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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0056 北京大学(北京)

45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
应用数学(概率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
(科学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自主招生)

5000

46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自主招生)

5300

47 天文学(天体物理、天文高新技术和应用
)(自主招生)

5000

48 物理学类(物理学、大气科学、核物理
(核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000

49 工科试验班类(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
学(工程结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
程、航空航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自主招生)

5000

50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
学生物学)(自主招生)

5000

51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自主
招生)

5300

52 地质学类(地质学、地球化学)(自主招生
)

5000

53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
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
工程)(自主招生)

5300

54 地球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
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
技术)(自主招生)

5000

5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环境管理))(自主招生)

5000

56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理与资源环境
)(自主招生)

5000

57 城乡规划(自主招生) 5000

58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自主招生)

5000

59 理科试验班类(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
学、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
科学、城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
学类、心理学类、生物科学类、历史学
类、考古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际
政治、经济学类等，具体详情见招生章
程或向院校咨询)(自主招生)

5300

60 考古学(自主招生) 5000

61 哲学类(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
学))(自主招生)

5000

62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自
主招生)

5000

63 人文科学试验班(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
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自主
招生)

5000

79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
应用数学(概率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
(科学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综合评价)

5000

80 工科试验班类(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
学(工程结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

50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程、航空航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综合评价)

81 物理学类(物理学、大气科学、核物理
(核科学与技术))(综合评价)

5000

82 天文学(天体物理、天文高新技术和应用
)(综合评价)

5000

83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综合评价)

5300

84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
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
工程)(综合评价)

5300

85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
学生物学)(综合评价)

5000

86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综合
评价)

5300

87 地球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
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
技术)(综合评价)

5000

88 地质学类(地质学、地球化学)(综合评价
)

5000

89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理与资源环境
)(综合评价)

5000

9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环境管理))(综合评价)

5000

91 心理学类(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综合评
价)

5000

9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综合评价) 5000

93 城乡规划(综合评价) 5000

94 考古学(综合评价) 5000

95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综合评价)

5000

96 理科试验班类(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
学、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
科学、城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
学类、心理学类、生物科学类、历史学
类、考古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际
政治、经济学类等，具体详情见招生章
程或向院校咨询)(综合评价)

5300

97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综
合评价)

5000

98 哲学类(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
学))(综合评价)

5000

99 文物保护技术(综合评价) 5000

A0 工商管理类(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
计学、市场营销)(综合评价)

5000

A1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保险学、财政学、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综合评价)

5000

A2 法学(综合评价) 5000

A3 公共管理类(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
、行政管理)(综合评价)

5000

A4 人文科学试验班(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
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综合
评价)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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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A5 英语(●,☆)(综合评价) 5000

A6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
告学、编辑出版学)(综合评价)

5000

0066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08 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006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1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人工智能、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信息对抗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
术、交通运输、软件工程、自动化等，
具体详情见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自
主招生)

5500

12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H航天类)(机器人工
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飞行器动力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
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工程
力学、机械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等，具体详情见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
)(自主招生)

5500

13 理科试验班类(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工业工程、金融学、经济统计
学、能源经济、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工商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
学、应用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用
化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等，具体详情见
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自主招生)

5500

14 工科试验班类(医工交叉试验班)(生物医
学工程类)(自主招生)

5500

0070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29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能源类)(化学
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能源
化学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0 生物工程类(绿色生物制造与生物安全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1 材料类(先进材料及绿色制造)(材料科学
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2 环境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3 数学类(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4 制药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5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6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7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机器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机器人工程
)(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8 电子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39 自动化类(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自动化)(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0 英语(自主招生) 5000

(外语语种限英语，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
、大四在东校区就读)

41 国际经济与贸易(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2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
理)(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3 法学(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4 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5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能源类)(化学
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能源
化学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6 环境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7 制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8 材料类(先进材料及绿色制造)(材料科学
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材料
)(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49 生物工程类(绿色生物制造与生物安全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0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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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51 数学类(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2 电子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3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机器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机器人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4 自动化类(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5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
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6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7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
理)(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59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60 英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外语语种限英语，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
、大四在东校区就读)

61 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大一到大三在北校区、大四在东校区就
读)

0074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33 交通运输类(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
商务、交通运输(铁道运输)、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
程)、交通运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
务)、交通运输(民航运输))(自主招生)

5500

34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保密技术、人工智能)(自
主招生)

5500

35 土木类(土木工程、铁道工程)(自主招生
)

5500

36 机械类(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5500

37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自主招
生)

55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8 理科试验班类(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自
主招生)

5500

39 法学(自主招生) 5000

40 新闻传播学类(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5000

41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学、金融学、劳动
与社会保障、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
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
、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
密管理)(自主招生)

5000

42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自主招生)

5500

43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5500

4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自
主招生)

5500

45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自主招生)

5500

46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通信工程、轨
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自动化、电子科学
与技术、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5500

0078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20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金融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000

(进校一年后分专业)

0080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1 工科试验班(宇航与机电类)(飞行器设计
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
程、武器发射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工程力学、武器系统与工程、弹药
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安全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自主招生)

5500

12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与车辆实验班)(车
辆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
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智能制造工
程)(自主招生)

5500

13 理科试验班(理学与材料菁英班)(包含专
业详见高校本科招生网)(自主招生)

5500

14 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自主招生) 5500

15 设计学类(工业设计)(自主招生) 5500

16 经济管理试验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自主招生)

5000

17 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技术)(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自主招生)

5500

0083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37 风景园林(自主招生) 5500

0087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9 数学与应用数学(高水平艺术团) 5400

20 法学(卓越实验班)(高水平运动队) 4800

21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高水平运动队) 4800

22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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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0100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20 通信工程(大类招生)(自主招生) 5500

(“+人工智能”方向,包含: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专业,一、二、
三年级教学安排在沙河校区，四年级教
学安排地点将根据学校整体规划安排确
定)

21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AI)、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自主招生)

5500

(一、二、三年级教学安排在沙河校区，
四年级教学安排地点将根据学校整体规
划安排确定)

0101 北京邮电大学(宏福校区)(北京)

04 物联网工程(中外合作办学)(自主招生) 70000

(一、二、三年级教学安排在沙河校区，
四年级教学安排地点将根据学校整体规
划安排确定,本专业部分课程采用英语授
课，建议非英语考生慎重报考)

0104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24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九年医)(自主招生
)

5800

25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5+3医)(自主招生) 5800

26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5+3医)(自主
招生)

5800

27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5+3医)(自主招
生)

5800

28 中医学(卓越中医儿科班)(5+3医)(自主
招生)

5800

29 中医学(卓越中医骨伤班)(5+3医)(自主
招生)

5800

30 中药学(自主招生) 5800

31 中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800

32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5+3医)(自主招生) 5800

33 针灸推拿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800

34 中医学(实验班)(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800

0124 长安大学(陕西)

28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29 交通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0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工程班)(高水
平艺术团)

4950

(英语语种)

31 能源与动力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2 车辆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3 交通工程(国际工程班)(高水平艺术团) 4950

(英语语种)

34 交通运输类(交通运输、物流工程、汽车
服务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5 机械类(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高水
平艺术团)

4950

3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7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艺术团)

495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8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物联网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9 自动化(高水平艺术团) 4950

40 测绘类(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
理信息科学)(高水平艺术团)

4950

41 土木类(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造价
)(高水平艺术团)

4950

42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高水平艺术团)

4950

(考生需具备相应的美术基础)

43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50

44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学、财务管理)(高水平艺术团)

4950

0173 重庆大学(重庆)

53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5625

54 计算机类(计算机与软件)(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软件工
程)(高水平艺术团)

5625

(其中软件工程专业第三、四学年每年预
交学费标准为15000元)

55 人工智能(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56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57 电子信息类(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自动化、物流工程)(高水平艺
术团)

5625

58 化学类(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制药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5625

59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与药学)(生物医学
工程、生物工程、生物科学、药学)(高
水平艺术团)

6250

60 智能医学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1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金融数学)(高水平艺术团)

5625

62 物理学类(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5625

63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环境生态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5625

64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财务管理)(高水
平艺术团)

5625

65 城乡规划(学制五年)(高水平艺术团) 6875

66 建筑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艺术团) 6875

67 风景园林(学制五年)(高水平艺术团) 6875

68 土木类(土木工程、测绘工程、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6250

69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冶金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625

7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艺术团)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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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71 能源动力类(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高水平艺
术团)

4625

72 航空航天类(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5625

73 机器人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74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工业工程、车辆工程、工业
设计)(高水平艺术团)

5625

75 矿业类(矿业与安全)(采矿工程、安全工
程)(高水平艺术团)

5625

76 法学类(法学、知识产权)(高水平艺术团
)

5625

77 会计学(ACCA)(高水平艺术团) 5625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
12000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78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高水平艺术团)

5625

79 经济学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
融学、能源经济)(高水平艺术团)

5625

80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城市管理)(高水
平艺术团)

5625

81 人工智能(高水平运动队) 待定

82 软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第三、四学年每年预交学费标准为
15000元)

83 安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84 生物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250

85 生物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6250

86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87 生物医学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250

88 材料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4625

89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625

90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9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待定

92 财务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93 采矿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94 数学与应用数学(高水平运动队) 4625

95 测绘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96 通信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97 测控技术与仪器(高水平运动队) 5625

98 统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99 车辆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A0 土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250

A1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A2 物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4625

A3 物联网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A4 城市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A5 物流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A6 城乡规划(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875

A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5625

A8 物流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A9 电子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B1 电子商务(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2 信息安全(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3 电子信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6 信息与计算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B7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B8 药学(高水平运动队) 6250

B9 冶金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C0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C1 风景园林(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875

C2 应用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4625

C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C4 应用物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4625

C5 工程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C6 知识产权(高水平运动队) 5625

C7 工程力学(高水平运动队) 4625

C8 制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C9 工程造价(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0 智能医学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待定

D1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2 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3 工业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D4 工业设计(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6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7 行政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8 航空航天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D9 核工程与核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4625

E0 化学工程与工艺(高水平运动队) 4625

E1 环境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E2 环境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E3 环境生态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E4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E5 会计学(ACCA)(高水平运动队) 5625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
12000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E6 机器人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待定

E7 机械电子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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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E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

4625

E9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

5625

F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625

F1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

5625

F2 建筑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875

F3 金融数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F4 金融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F5 经济学(高水平运动队) 5625

F6 能源经济(高水平运动队) 5625

F7 能源与动力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25

0207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42 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5200

43 海洋资源与环境(自主招生) 4600

44 海洋科学(自主招生) 4600

45 环境工程(自主招生) 4600

46 自动化(自主招生) 4600

4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5200

48 通信工程(自主招生) 5200

0211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28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16000

(含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专业,学费前两
年每人每年5200元，后两年每人每年
16000元,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就读
大连开发区校区)

29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物流管理)(高水
平运动队)

4600

30 金融学类(金融学(英语强化)、国际经济
与贸易(英语强化))(高水平运动队)

4800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3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4800

32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
程与工艺(国际班)、制药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800

33 应用化学(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4600

34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理学)(高
水平运动队)

4600

35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00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3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4800

37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技术)(高水平运动
队)

4600

38 土木类(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
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交通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800

39 船舶与海洋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00

40 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班)(高水
平运动队)

46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1 车辆工程(英语强化)(高水平运动队) 4800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42 材料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
工程、功能材料)(高水平运动队)

4600

4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800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

4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

4800

4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日语强化)(学
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4800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4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创新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4800

47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高水平运动队)

5200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48 能源与动力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00

49 工业设计(高水平运动队) 5200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50 软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16000

(含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专业,学费前两
年每人每年5200元，后两年每人每年
16000元,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就读
大连开发区校区)

51 电子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200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就读
大连开发区校区)

52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班)、信息
与计算科学(华罗庚班))(高水平运动队)

4800

53 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班)(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
能(实验班))(高水平运动队)

5200

54 电子信息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
化、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
强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
程、人工智能(实验班))(高水平运动队)

5200

0226 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09 电子信息类(智能感知、光通信与显示、
智慧照明)(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源
与照明、信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0 工科试验班(机器人、电气信息、智能制
造)(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工业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1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源与电子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2 工科试验班(智能仪器、智能控制)(自动
化、测控技术与仪器)(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3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
安全、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4 数学类(数据科学与计算、数学及应用、
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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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水
平运动队)

1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4400

16 航空航天类(航空电子及控制、无人驾驶
航空器技术)(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
与控制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7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球科学复合培
养)(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4900

18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
术(生物信息复合培养实验班))(高水平
运动队)

4900

19 经济管理试验班(管理与电子工程复合培
养)(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金融学
、电子商务)(自主招生)

4900

20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与物理科学复合培
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4900

21 工科试验班(机器人、电气信息、智能制
造)(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工业工程)(自主招生)

4900

22 工科试验班(电子工程类)(电磁场与无线
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科学与技
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4900

23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
安全、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自主招生)

4900

24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源与电子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4900

25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网络工程、物
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信息对抗技术)(自主招生)

4900

26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球科学复合培
养)(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自主招生)

4900

27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
术(生物信息复合培养实验班))(自主招
生)

4900

28 工科试验班(智能仪器、智能控制)(自动
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自主招生)

4900

29 电子信息类(智能感知、光通信与显示、
智慧照明)(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源
与照明、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4900

30 航空航天类(航空电子及控制、无人驾驶
航空器技术)(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
与控制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
)(自主招生)

4900

3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4400

32 数学类(数据科学与计算、数学及应用、
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
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自主
招生)

4900

0227 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四川)

03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自主招
生)

98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04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国家示范性微
电子学院)(自主招生)

9800

05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60000

06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通信、微电
子)(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
主招生)

60000

0239 东华大学(上海)

40 日语(自主招生) 5000

(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4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5000

42 新闻传播学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
育技术学)(自主招生)

5000

43 英语(●)(自主招生) 5000

44 理科试验班(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
程、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旅
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电子
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等，具体详情见招生章
程或向院校咨询)(自主招生)

5000

45 纺织类(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5000

46 经济与贸易类(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自主招生)

5000

47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自主招生)

500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费6500元
/年)

48 经济管理试验班(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会计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工商管理)(自主招生)

5000

49 服装设计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50 化学类(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5000

51 材料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52 计算机类(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工程、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5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费6500/年)

53 电子信息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
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
生)

5000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和通信工程专业学费
6500元/年)

54 机械工程(自主招生) 5000

55 物理学类(光电与能源新技术)(应用物理
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56 社会科学试验班(法学、行政管理)(自主
招生)

5000

57 数学类(金融与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自主招生)

5000

0242 东南大学(江苏)

12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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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待定

14 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15 网络空间安全(自主招生) 待定

16 电子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待定

17 交通运输类(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港口
航道与海岸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测绘工程)(自主
招生)

待定

18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
息学)(自主招生)

待定

19 土木类(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自主招生)

待定

20 能源动力类(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自
主招生)

待定

21 机械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22 自动化类(自动化、机器人工程)(自主招
生)

待定

23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主招生) 待定

24 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024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46 物流管理(自主招生) 5000

47 公共管理类(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
事业管理)(自主招生)

5000

48 日语(●)(自主招生) 6000

49 外国语言文学类(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自主招生)

6000

50 俄语(●)(自主招生) 6000

51 政治学类(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自主招生)

5000

52 电子商务类(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自主招生)

5000

53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高水平
艺术团)

5000

54 物流管理(高水平艺术团) 5000

55 外国语言文学类(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6000

56 法学类(法学)(高水平艺术团) 5000

57 公共管理类(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
事业管理)(高水平艺术团)

5000

58 政治学类(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水平艺术团)

5000

0281 复旦大学(上海)

23 航空航天类(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
应用力学)(高水平艺术团)

5000

(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阿尔
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24 航空航天类(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
应用力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阿尔
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25 航空航天类(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
应用力学)(自主招生)

5000

(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阿尔
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26 核工程与核技术(自主招生) 5000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27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双学位项
目)(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
、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拔尖项目)、经
济学(国际项目UIPE)、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学))(高水平艺术团)

5500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28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双学位项
目)(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
、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拔尖项目)、经
济学(国际项目UIPE)、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29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高水平艺术团
)

5500

(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兰大学双
学位项目；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
国威廉玛丽学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
国汉堡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
业课程英语授课)

30 经济管理试验班(会计学、市场营销、统
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旅游管
理、管理科学、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财务管理)(高水平艺术团)

5000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
学、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
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31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高水平运动队
)

5500

(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兰大学双
学位项目；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
国威廉玛丽学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
国汉堡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
业课程英语授课)

32 经济管理试验班(会计学、市场营销、统
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旅游管
理、管理科学、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财务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
学、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
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33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
院)(高水平运动队)

5000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3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
院)(高水平艺术团)

5000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35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
院)(自主招生)

5000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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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6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
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
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环境科学、心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能源化学)(高水平艺术团)

5000

(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耶鲁大学、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37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
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
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环境科学、心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能源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耶鲁大学、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38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
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
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环境科学、心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能源化学)(自主招生)

5000

(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耶鲁大学、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39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数学与应用
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000

40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数学与应用
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5000

41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数学与应用
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自主招生)

5000

42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高水平
运动队)

5500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管
理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43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高水平
艺术团)

5500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管
理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44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自主招
生)

5500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管
理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45 理科试验班(含自科、技科试验班)(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类、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

55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等，具体详情
见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高水平运动
队)

(含自然科学试验班、技术科学试验班
2个专业)

46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旅游管理)(高水平
艺术团)

5000

47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旅游管理)(高水平
运动队)

5000

48 核工程与核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5000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49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
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
、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
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具体详情见
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自主招生)

5500

(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等双学位项目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等“3+1+1”本硕连
读项目；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50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
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
、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
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具体详情见
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高水平运动队)

5500

(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等双学位项目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等“3+1+1”本硕连
读项目；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51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
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
、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
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具体详情见
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高水平艺术团)

5500

(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等双学位项目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等“3+1+1”本硕连
读项目；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52 核工程与核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000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0282 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

02 基础医学(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学制五年
)(自主招生)

6500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0356 贵州大学(贵州)

20 经济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1 新闻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2 旅游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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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4 汉语言文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5 行政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6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7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4920

28 休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 4920

0386 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

15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待定

16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0387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19 工科试验班(智慧人居环境与智能交通
)(自主招生)

5500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3专业学
制五年)

20 工科试验班(航天与自动化)(自主招生) 5500

21 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与电子通信)(自主招
生)

5500

22 工科试验班(智能装备)(自主招生) 5500

23 工科试验班(资源环境与新材料化工)(自
主招生)

5500

24 工科试验班(数学物理与光电科学)(自主
招生)

5500

25 工科试验班(生命科学挑战班)(自主招生
)

5500

0411 海南大学(海南)

26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4600

27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
公共关系学)(高水平运动队)

4600

047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24 体育经济与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0485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21 公共事业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22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23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0498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5500

0567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60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61 体育教育(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62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63 金融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6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5 新闻学(高水平运动队) 6000

66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6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

6500

68 英语(●)(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6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

4000

70 运动人体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1 网络与新媒体(高水平运动队) 6000

72 会展经济与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73 护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7800

74 教育学(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7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6 法语(高水平运动队) 5300

77 翻译(●)(高水平运动队) 5300

78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5500

79 化学(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80 经济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81 酒店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82 旅游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8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4 特殊教育(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85 制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6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000

87 软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8 临床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7800

89 物理学类(物理学、应用物理学)(高水平
运动队)

待定

90 应用心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057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河北)

22 数学类(信息与计算科学)(自主招生) 5500

23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
工程(输电线路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4 能源动力类(能源与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

5500

25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

5500

26 电子信息类(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自主招生)

5500

27 自动化类(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自
主招生)

5500

28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
全)(自主招生)

5500

2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自主招生)

5500

0580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4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
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5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通信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6 自动化类(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自
主招生)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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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27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智能科学与
技术)(自主招生)

5500

2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自主招生)

5000

29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自主招生)

5500

30 核工程类(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
核安全)(自主招生)

5500

31 数学类(信息与计算科学)(自主招生) 5500

059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19 心理学类(心理学、应用心理学)(自主招
生)

5000

20 统计学类(统计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自主招生)

5500

21 化学(自主招生) 5000

22 物理学类(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材
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3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4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5500

(第三、四年学费每年16000元)

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500

26 汉语言文学(自主招生) 5000

27 英语(●)(自主招生) 5000

28 日语(●)(自主招生) 5000

29 俄语(●)(自主招生) 5000

30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
版学)(自主招生)

5000

31 历史学(自主招生) 5000

32 哲学(自主招生) 5000

33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自主招生) 5000

34 政治学类(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关系学
)(自主招生)

5000

35 法学(自主招生) 5000

36 社会学类(社会学、社会工作)(自主招生
)

5000

37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自主招生)

5000

38 教育学类(学前教育、艺术教育、特殊教
育、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复学、公
共事业管理、教育技术学)(师范类)(自
主招生)

5000

39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自主
招生)

5000

40 地理科学(自主招生) 5000

41 地理信息科学(自主招生) 5000

4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主招生) 5000

43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50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自主招生) 5000

45 生态学(类)(自主招生) 5000

(按类招生，含生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2个专业)

0592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21 机械类(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车辆
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自主招生)

6850

22 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6850

23 材料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自主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24 化工与制药类(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
艺、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自主招
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25 轻工类(轻化工程、资源环境科学)(自主
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26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自主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27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6850

28 物理学类(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自主招生)

6850

29 行政管理(自主招生) 606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30 商务英语(自主招生) 6850

31 日语(自主招生) 6850

32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685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33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685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3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与工程)(自主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35 生物科学类(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生物
技术)(自主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36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自主招生)

6060

37 法学类(法学、知识产权)(自主招生) 6060

38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自主招生)

6060

39 电子商务类(电子商务、物流工程)(自主
招生)

6060

40 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自主招生)

6060

41 医学影像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7660

(不招色盲色弱)

42 临床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7660

(不招色盲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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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3 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4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6850

45 分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0595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02 体育教育(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6850

0597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28 物理学(自主招生) 4500

29 船舶与海洋工程(自主招生) 5850

30 生物技术(自主招生) 5850

31 数学与应用数学(自主招生) 4500

32 核工程与核技术(自主招生) 4500

33 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5850

34 功能材料(自主招生) 5850

35 环境工程(自主招生) 4500

36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4500

37 预防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850

38 药学(自主招生) 5850

3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自主招
生)

4500

0598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42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自主
招生)

4500

43 水产养殖学(自主招生) 3375

44 水族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4500

45 动物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4500

46 农学(自主招生) 3375

47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自主招生
)

4500

48 植物保护(自主招生) 4500

49 植物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4500

50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4500

51 林学(自主招生) 3375

52 农业资源与环境(自主招生) 4500

53 种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4500

54 茶学(自主招生) 3375

55 生物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5850

56 应用化学(高水平艺术团) 4500

57 信息与计算科学(高水平艺术团) 4500

58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
基地班)、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
术基地班))(高水平艺术团)

5850

59 农业工程类(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
家卓越工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5850

60 生物信息学(高水平艺术团) 585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6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4500

62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国
家卓越工程师计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5850

63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高水平艺
术团)

4500

64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高水平艺
术团)

4500

65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自动化)(高水平艺术团)

4500

66 林学(高水平艺术团) 3375

67 茶学(高水平艺术团) 3375

68 风景园林(高水平艺术团) 5850

69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500

70 水产类(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水族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

4500

71 植物生产类(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
划)、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
、植物保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4500

72 动物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艺术团) 4500

73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高水
平艺术团)

4500

7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农业资源与环境(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环境工程、环境
科学、环境生态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5850

75 广告学(高水平艺术团) 5850

76 法学(高水平艺术团) 4500

77 经济学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
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
人才计划))(高水平艺术团)

4500

78 社会学类(社会学、社会工作)(高水平艺
术团)

4500

79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高水平
艺术团)

4500

80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
基地班)、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
术基地班))(高水平运动队)

5850

81 公共管理类(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4500

82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艺术团)

5850

83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5850

84 信息与计算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4500

85 生物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850

86 生物信息学(高水平运动队) 5850

87 应用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4500

88 农业工程类(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
家卓越工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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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8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4500

90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4500

91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国
家卓越工程师计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5850

92 林学(高水平运动队) 3375

93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高水平运
动队)

4500

94 茶学(高水平运动队) 3375

95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高水平运
动队)

4500

96 水产类(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水族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

4500

97 风景园林(高水平运动队) 5850

98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高水
平运动队)

4500

99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500

A0 植物生产类(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
划)、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
、植物保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4500

A1 动物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4500

A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农业资源与环境(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环境工程、环境
科学、环境生态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850

A3 社会学类(社会学、社会工作)(高水平运
动队)

4500

A4 经济学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
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
人才计划))(高水平运动队)

4500

A5 广告学(高水平运动队) 5850

A6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4500

A7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高水平
运动队)

4500

A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5850

A9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商务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5850

B0 公共管理类(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500

0599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29 经济学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
融工程、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教育、经济
学(法学经济学交叉班)、经济学(数学经
济学交叉班))(高水平运动队)

5850

(外语语种限制为英语、日语、俄语、法
语)

30 地理科学类(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地理
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4500

(外语语种限制为英语、日语、俄语、法
语)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1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4500

0626 吉林大学(吉林)

35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
平艺术团)

4840

(商学院)

36 法学(高水平艺术团) 4950

37 经济学类(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金融学)(高水平艺术团)

4950

(经济学院)

38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4950

39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
平运动队)

4840

(商学院)

40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
程、网络空间安全)(高水平运动队)

待定

(宜英语语种考生就读)

41 物理学类(物理学、核物理、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应用物理学)(自主招生)

4350

42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金融数学、统计学)(自主招生)

4580

43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自
主招生)

4180

44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自主
招生)

4390

(生命科学学院)

45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
程、网络空间安全)(自主招生)

待定

(宜英语语种考生就读)

0660 江南大学(江苏)

50 教育学类(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学)(师范
类)(高水平运动队)

5200

0825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47 土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00

48 金融学(高水平运动队) 4400

49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4400

50 环境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600

0849 南京大学(江苏)

15 理科试验班类(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环境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地质工程、地下水科学
与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海洋科
学、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等
，具体详情见招生章程或向院校咨询
)(自主招生)

待定

16 理科试验班类(化学与生命科学类)(环境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化学、应用化学、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
管理方向)、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境
生物方向))(自主招生)

待定

17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自主招生)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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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待定

19 物理学类(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声学
)(自主招生)

待定

20 人工智能(自主招生) 待定

21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
学)(自主招生)

待定

22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待定

085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

20 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5800

21 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生) 5800

22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800

23 机械工程(自主招生) 6380

24 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5500

25 应用物理学(自主招生) 5500

26 信息与计算科学(自主招生) 6050

27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6380

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6380

29 法学(自主招生) 5200

30 航空航天类(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
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航
空维修工程与技术))(自主招生)

6380

0856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17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
安全、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自
主招生)

6380

18 应用物理学(自主招生) 5500

19 自动化类(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主招生)

6380

20 电子信息类(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800

21 英语(自主招生) 5200

087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29 大气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6050

0880 南开大学(天津)

57 哲学类(哲学、逻辑学)(自主招生) 5200

58 物理学类(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9 金融学类(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投资学、精算学)(自主招生)

5200

60 俄语(●)(自主招生) 5800

61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思想政治教育、马克
思主义理论)(自主招生)

5200

62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自主招生)

5800

63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
分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58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64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自主
招生)

5800

65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
学、广播电视学)(自主招生)

5200

66 临床医学(5+3医)(自主招生) 6200

(仅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考生，本硕连
读)

67 口腔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200

(仅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68 药学(自主招生) 6200

69 历史学类(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
馆学)(自主招生)

5200

0958 清华大学(北京)

24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软件工
程)(自主招生)

5000

25 土木类(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
、水利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6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000

27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环
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业生
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8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与动力)(机械
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
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身
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航空
航天类)(自主招生)

5000

29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与电气)(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
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航天类、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自主招生)

5000

30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
生)

5000

31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业工程)(自动
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5000

32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数理基础科学、工程物理、工
程物理(能源实验班)、材料科学与工程
、航空航天类)(自主招生)

5000

33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化学、化学生物学
(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科学、药学、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生)

5000

34 临床医学类(协和)(临床医学)(八年医
)(自主招生)

5000

35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与管理)(经济
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5000

36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班)(临床医学)(八
年医)(自主招生)

5000

37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物理学(等各
专业))(自主招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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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9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综合评
价)

5000

40 临床医学类(协和)(临床医学)(八年医
)(综合评价)

5000

41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班)(临床医学)(八
年医)(综合评价)

5000

42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学制五年)(综合评价)

5000

43 土木类(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
、水利科学与工程)(综合评价)

5000

44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与管理)(经济
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综合评价)

5000

46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环
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业生
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综合评价)

5000

48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物理学(等各
专业))(综合评价)

5000

49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业工程)(自动
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评价)

5000

50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软件工
程)(综合评价)

5000

52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化学、化学生物学
(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科学、药学、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综合评价)

5000

53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数理基础科学、工程物理、工
程物理(能源实验班)、材料科学与工程
、航空航天类)(综合评价)

5000

54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与电气)(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
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航天类、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综合评价)

5000

55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与动力)(机械
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
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身
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航空
航天类)(综合评价)

5000

57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会)(汉语言文学
、历史学、哲学、英语、英语(世界文学
与文化实验班)、日语、社会学、经济学
、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与全球
治理)、心理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实验
班)、新闻学(融媒体新闻实验班))(综合
评价)

5000

0989 山东大学(山东)

29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自主招生)

6000

(在青岛校区就读)

30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12000

31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
学、生物工程)(自主招生)

6000

(在青岛校区就读)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1023 山西大同大学(山西)

09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040

1054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12 会计学(自主招生) 5000

13 财务管理(自主招生) 5000

14 金融学(自主招生) 5000

15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工商管理(战略
与创新创业)、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商务分析))(自主招生)

5000

16 经济学(自主招生) 5000

1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5000

18 电子商务(自主招生) 5000

1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学)(自主招生
)

5000

20 统计学类(统计学(实验班)、经济统计学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自主招生)

5000

21 数学类(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自主招生)

5000

1072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 土木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
木工程、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纽卡斯尔2+2双学位项目（船舶
与海洋工程）、交大-伯明翰2+2双学位
项目（土木工程）以及约翰霍普金斯、
挪威科大、代尔夫特理工等学期交换项
目)

21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
、土木工程、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纽卡斯尔2+2双学位项目（船舶
与海洋工程）、交大-伯明翰2+2双学位
项目（土木工程）以及约翰霍普金斯、
挪威科大、代尔夫特理工等学期交换项
目)

22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机械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含“钱学森班”（拔尖人才计划）；以
及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
、西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
渡大学、多伦多大学、挪威科技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慕尼黑工大等校合
作的3+1+1本硕连读、2+2双学位、学期
交流以及国际联合毕业设计等项目)

23 电子信息类(自动化、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测控技
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
安全、软件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6500

(电子信息类实施信息技术引领、强弱电
贯通的大电类专业宽口径培养新机制；
含华盛顿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本硕连
读项目；新加坡国立大学、威斯康星大
学、佛罗里达大学、柏林工业大学、都
灵理工大学等学期交流及短期游学项目)

24 核工程与核技术(自主招生) 5000

(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年交流项目)

25 机械类(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
业工程)(自主招生)

5000

(机械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含“钱
学森班”（拔尖人才计划）；以及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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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所国外著名大学合作的3+1+1本硕连读、
2+2双学位、学期交流以及国际联合毕业
设计等项目,工业工程：含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普渡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合
作项目以及罗格斯大学2+2双学位项目等
)

26 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自动化、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6500

(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 为美国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授权批准的首个试点
班，充分利用IEEE协会教育及科研资源
，开展国际化办学；含华盛顿大学、俄
亥俄州立大学本硕连读项目；新加坡国
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佛罗里达大学
等校学期交流及短期游学项目)

27 环境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利兹大学3+1合作项目)

28 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伊利诺伊3+1+1联合培养项目；
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
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暑期科研项目
；含西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普渡大学学期交换项目以及瑞典皇家理
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设计
项目)

29 航空航天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莫航国际班项目，以“对等招
生，优先资助，联合编班，双授学位”
为特色，零俄语基础，全英语教学)

30 人工智能(自主招生) 6500

(成绩优异且满足直升研究生条件的学生
，可优先进入“吴文俊人工智能荣誉博
士班”)

31 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国际化试点班
），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西北大学等
交换交流项目)

32 药学类(药学、临床药学(五年制))(自主
招生)

5000

(含交大-北卡教堂山分校药学院等合作
项目，建立临床药学海外实习基地)

33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农业资源与环境
、动物科学、植物科学与技术)(自主招
生)

5000

(含交大-康奈尔大学、交大-希伯来大学
、交大-罗特格斯大学2+2项目，以及卓
越农科班项目)

34 生物科学(海洋学院)(自主招生) 5000

(高水平、国际化师资团队和全覆盖海外
交流项目（按个人情况设计短期和长期
交流和培养方案）助力学生专业学术水
平的提升和国际化视野的培养)

35 化学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含高分
子方向))(自主招生)

5000

(含法国巴黎高科本硕衔接双硕士项目、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3+2本硕衔接项目、莫
纳什大学2+2双学士项目、阿克伦大学高
分子学院3+2本硕衔接项目、新墨西哥大
学学分共享硕士衔接项目)

36 工程力学(海洋学院)(自主招生) 5000

(高水平、国际化师资团队和全覆盖海外
交流项目（按个人情况设计短期和长期
交流和培养方案）助力学生专业学术水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平的提升和国际化视野的培养)

37 生物科学类(生物技术、生物工程)(自主
招生)

5000

(含生物信息交叉学科试点班、交大-耶
鲁3+2本硕双学位项目；以及剑桥大学、
罗格斯大学、诺丁汉大学、多伦多大学
、渥太华大学、阿德莱德大学等双学位
、学期或短期交流交换项目)

38 经济管理试验班(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自主
招生)

6500

(试验班采用“主修专业+辅修模块”培
养模式，即学生在修读1个主修专业（专
业不限人数）的同时，将自主选择修读
1个辅修模块，充分尊重学生专业选择的
意愿，工商管理含市场营销、商务数据
科学方向)

39 英语(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墨尔本、交大-曼彻斯特双学位
项目)

40 法学(自主招生) 5000

(含纽约大学、西北大学、莱顿大学、阿
德莱德、香港城市大学、庆应大学、台
湾大学法学院等交流交换项目；以及交
大-阿姆斯特丹大学、交大-加州大学黑
斯廷法学院、交大-早稻田大学、交大
-渥太华大学学位项目以及交大-墨尔本
大学双学位项目等)

41 日语(自主招生) 5000

(含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早稻田大学
、立命馆大学等交流项目)

42 德语(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康斯坦茨应用科技大学本科双
学位项目，交大-波恩大学、交大-慕尼
黑大学本科交流交换项目)

43 传播学(自主招生) 5000

(含莫纳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等合作交流项目)

44 行政管理(自主招生) 5000

(含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学期
交换项目以及悉尼大学国际暑期项目等)

45 广播电视编导(自主招生) 5000

(含莫纳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等合作交流项目)

46 风景园林(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康奈尔大学风景园林双学位项
目、东京农业大学、千叶大学等交流交
换项目)

47 建筑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500

(含交大-新南威尔士建筑学本硕双学位
项目，以及米兰理工大学、新南威尔士
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等学期交换项目
,三、四年级核心课实行“先锋建筑师”
STUDIO授课模式)

48 工业设计(自主招生) 5000

(设计+计算的专业办学特色，含埃因霍
温理工大学、代尔夫特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千叶大学等交流
交换项目)

49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巴黎高科卓
越工程师学院)(机械工程、信息工程、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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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能源与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4+2.5年一贯制培养模式，满足学校直
升研究生基本条件即可进入学院硕士阶
段，获交大本硕学位以及法国工程师职
衔证书；在学院期间100%出国交流；含
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校、巴黎高科高等
矿业学校等校双学位交流项目；可申请
多种奖助学金和留学专项奖学金)

50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密西根学院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75000

(自主选择三个工科大类专业，涵盖通信
、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计算材料、纳米材料等
方向；含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本科双学
位项目，含众多海外名校本硕连读项目
；含十国冬季游学以及跨学科跨国境毕
设项目，可申请多种奖助学金)

51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密西根
学院)(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75000

(自主选择三个工科大类专业，涵盖通信
、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计算材料、纳米材料等
方向；含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本科双学
位项目，含众多海外名校本硕连读项目
；含十国冬季游学以及跨学科跨国境毕
设项目，可申请多种奖助学金)

52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巴黎高
科卓越工程师学院)(机械工程、信息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45000

(4+2.5年一贯制培养模式，满足学校直
升研究生基本条件即可进入学院硕士阶
段，获交大本硕学位以及法国工程师职
衔证书；在学院期间100%出国交流；含
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校、巴黎高科高等
矿业学校等校双学位交流项目；可申请
多种奖助学金和留学专项奖学金)

53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密西根学院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75000

(自主选择三个工科大类专业，涵盖通信
、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计算材料、纳米材料等
方向；含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本科双学
位项目，含众多海外名校本硕连读项目
；含十国冬季游学以及跨学科跨国境毕
设项目，可申请多种奖助学金)

54 工科试验班类(海洋工程类、机械类、电
子信息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
工程、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海洋学
院)、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
密西根学院)、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具
体详情见高校专业目录介绍)(自主招生)

5000

55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
学)(自主招生)

5000

(含交大-威斯康星大学3+1+1项目（数学
与统计学科专业学生可申请）;含物理学
“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交大-杜克
大学2+2双学士学位项目（物理学专业学
生可申请）)

56 自然科学试验班(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工
程、生物科学(海洋学院)、食品科学与

50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工程、药学)(自主招生)

57 经济管理试验班(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
平运动队)

6500

107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05 临床医学(八年制法语班)(八年医)(自主
招生)

100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第7年通过选
拔赴法参加法国外籍住院医生项目，为
期一年)

06 临床医学(八年医)(自主招生) 65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含美国等国家
临床实践交流项目)

07 临床医学(八年制口腔方向)(八年医)(自
主招生)

65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含波士顿大学
，卡罗林斯卡大学交流项目)

08 临床医学(五年制英语班)(学制五年)(自
主招生)

195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含加拿大、英
国等大学交流项目)

09 临床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5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含美国等国家
临床实践交流项目)

10 口腔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5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含波士顿大学
，卡罗林斯卡大学交流项目)

11 儿科学(五加三)(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500

(卓越医学创新人才计划，5+3一体化)

12 预防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500

(含悉尼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暑期交流项
目)

13 生物医学科学(自主招生) 5000

(优秀学生科优先进入直博计划；含悉尼
大学等交流项目)

14 护理学(自主招生) 6500

(含交大-西澳大学3.5+2本硕连读以及交
大-纽卡斯尔2+2双本科项目)

15 医学技术类(医学检验技术、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自主招生)

6500

(含交大-康奈尔2+2项目（食品卫生与营
养学）)

1076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09 金融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1085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49 工商管理类(卓越管理人才计划)(工商管
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
)(自主招生)

5000

50 法学(自主招生) 5000

51 国际政治(自主招生) 5000

52 教育技术学(自主招生) 5000

53 政治学与行政学(自主招生) 5000

54 朝鲜语(●,☆)(自主招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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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55 印度尼西亚语(●,☆)(自主招生) 5000

56 波斯语(●,☆)(自主招生) 5000

57 阿拉伯语(●,☆)(自主招生) 5000

58 俄语(☆)(自主招生) 5000

(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

59 英语(教育)(●,☆)(自主招生) 5000

60 日语(☆)(自主招生) 5000

(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61 泰语(●,☆)(自主招生) 5000

62 土耳其语(●,☆)(自主招生) 5000

63 匈牙利语(●,☆)(自主招生) 5000

64 塞尔维亚语(●,☆)(自主招生) 5000

65 希腊语(●,☆)(自主招生) 5000

66 汉语国际教育(自主招生) 5000

67 俄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

68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69 翻译(●,☆)(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0 工商管理类(卓越管理人才计划)(工商管
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1 国际政治(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2 汉语国际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3 教育技术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4 日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75 商务英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6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计
划)(新闻学(国际新闻)、广播电视学、
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7 英语(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8 英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79 语言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80 政治学与行政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81 朝鲜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82 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高水平运动队) 5000

1135 四川大学(四川)

62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
教育)(自主招生)

4440

63 经济学类(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国
民经济管理、财政学)(高水平运动队)

4440

64 物理学类(物理学、物理学(基地班))(自
主招生)

4920

65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自主招生)

4920

66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科学(计算
生物学)、生态学)(自主招生)

4920

67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基地班
))(自主招生)

492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68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9960

69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
程、人工智能)(自主招生)

4920

70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化学
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自
主招生)

4920

71 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4920

72 网络空间安全(自主招生) 4920

73 英语(●)(自主招生) 4440

74 历史学类(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自主招生)

4440

75 口腔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000

76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
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4440

77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
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高
水平运动队)

4440

78 英语(●)(高水平运动队) 4440

79 日语(高水平运动队) 4440

(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80 俄语(高水平运动队) 4440

(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

81 西班牙语(高水平运动队) 4440

(招英语,西班牙语语种考生)

82 法语(高水平运动队) 4440

(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83 历史学类(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高水平运动队)

4440

84 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440

85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440

86 哲学(高水平运动队) 4440

87 会计学(ACCA)(高水平运动队) 4440

88 金融学类(金融学、金融工程)(高水平运
动队)

4440

89 国际政治(高水平运动队) 4440

90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4440

92 工业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9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4920

94 生物医学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95 材料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材料科学与
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96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97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
技术与仪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
水平运动队)

4920

98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99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通信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A0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科学(计算
生物学)、生态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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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A1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基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4920

A2 核工程与核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4920

A3 物理学类(物理学、物理学(基地班))(高
水平运动队)

4920

A4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440

A5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经济创新班)(高水
平运动队)

4920

A6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A7 轻工类(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
物工程(轻工生物))(高水平运动队)

4920

A8 工科试验班(动力装备与安全)(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A9 环境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0 工程力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1 土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2 网络空间安全(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3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
程、人工智能)(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4 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5 软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9960

B6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农业水利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4920

B7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化学
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高
水平运动队)

4920

B8 建筑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600

C0 法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4920

C2 临床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000

C3 卫生检验与检疫(高水平运动队) 4920

C4 药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C5 临床药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4920

C6 航空航天类(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控制
与信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4920

C8 口腔医学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4920

C9 预防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4920

D0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高水平运动队) 4920

D1 医学技术类(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
术、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高水平运
动队)

4920

D2 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水平运动队) 4440

D4 档案学(高水平运动队) 4440

D5 信息资源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440

1156 苏州大学(江苏)

35 纺织类(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非
织造材料与工程)(自主招生)

6380

36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638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7 化学类(化学(师范)、化学、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6050

38 临床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7480

39 纳米材料与技术(自主招生) 5800

40 教育学(师范类)(自主招生) 5200

41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数学与
应用数学(师范)、信息与计算科学)(自
主招生)

5500

42 英语(●)(师范类)(自主招生) 5200

1160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18 人力资源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200

19 金融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200

20 物流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200

21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200

2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高水平运动队) 5500

1210 天津城建大学(天津)

51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400

1213 天津大学(天津)

35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200

36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200

3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5800

38 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5800

39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主招生) 5800

40 能源与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1 工业设计(自主招生) 5800

4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3 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4 化学工程与工艺(自主招生) 5800

45 土木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6 功能材料(自主招生) 5800

4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5200

48 工程管理(自主招生) 5200

49 金融学(自主招生) 5200

5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5800

51 自动化(自主招生) 5800

52 数学与应用数学(自主招生) 5800

53 环境科学(自主招生) 5800

54 水利水电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5 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6 物联网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7 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8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9 生物工程(自主招生) 5800

60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自主招生) 5800

61 船舶与海洋工程(自主招生)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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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62 食品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800

63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自主招生) 5800

64 应用化学(工)(自主招生) 5800

65 制药工程(自主招生) 5800

66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自主招生) 5800

67 物流工程(供应链与运营管理)(自主招生
)

5200

68 保密管理(自主招生) 5200

69 工业工程(自主招生) 5200

70 海洋技术(自主招生) 5800

71 药学(自主招生) 6200

72 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5800

73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自主招生) 5800

74 法学(自主招生) 5200

75 英语(自主招生) 5800

76 教育学(自主招生) 5200

77 生物科学(自主招生) 5800

7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800

79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1218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60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4400

1225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63 公共事业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待定

1226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77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
)

4400

1236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E5 体育教育(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4400

1259 同济大学(上海)

14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000

15 土木工程(自主招生) 5000

16 环境工程(自主招生) 5000

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5000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000

19 生物技术(自主招生) 5000

20 生物信息学(自主招生) 5000

21 建筑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000

22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3 地质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4 测绘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5 交通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6 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5000

28 智能制造工程(自主招生) 5000

29 能源与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50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自主招生) 5000

31 车辆工程(汽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000

32 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5000

33 电子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000

34 通信工程(自主招生) 5000

35 自动化(自主招生) 5000

36 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5000

37 机械电子工程(中外合作办学)(自主招生
)

15000

38 汽车服务工程(中外合作办学)(自主招生
)

15000

39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中外合作办学)(自主
招生)

15000

40 临床医学(拔尖卓越培养)(学制五年)(自
主招生)

5000

41 地质学(自主招生) 5000

42 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5000

43 飞行器制造工程(自主招生) 5000

44 数学与应用数学(自主招生) 5000

45 应用物理学(自主招生) 5000

46 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5000

1313 武汉大学(湖北)

49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自主招生)

待定

50 物理学类(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51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待定

(嗅觉迟钝不宜报考)

52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
学)(自主招生)

待定

53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院)(网络空间
安全、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待定

54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55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图书馆学
、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子商务)(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56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类)(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
化学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高水平艺
术团)

待定

57 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高水平艺
术团)

待定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58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机械类(先进制造)、土木类(国际工
程))(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59 金融学类(弘毅学堂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
试验班)(金融学、经济学)(高水平艺术
团)

待定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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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60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类)(地理科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1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
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学)(高
水平艺术团)

待定

62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高水平艺术团
)

待定

(嗅觉迟钝不宜报考)

63 物理学类(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4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5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色弱、色盲不宜报考)

66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7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
学)(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8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农业水利工
程)(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69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院)(网络空间
安全、信息安全)(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70 测绘类(测绘工程、导航工程)(高水平艺
术团)

待定

(色弱、色盲及肢体残疾不宜报考)

71 遥感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含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空
间信息与数字技术，色弱、色盲及肢体
残疾不宜报考)

72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73 建筑学(中外合作办学)(学制五年)(高水
平艺术团)

待定

(投档分不低于理工类投档分下20分,且
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卷面满分的80％；
前4年在国内学习,第5年在英国邓迪大学
学习,学费由邓迪大学按该校当年专业学
费标准收取)

74 土木类(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程力学)(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75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76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全球健康学(四
年制)、预防医学(五年制))(高水平艺术
团)

待定

77 临床医学(5+3医)(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5+3”一体化培养)

78 口腔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艺术团) 待定

79 药学类(药学、生物制药)(高水平艺术团
)

待定

135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19 通信工程(自主招生) 6000

20 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6000

2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2 数学与应用数学(自主招生) 4950

23 信息与计算科学(自主招生) 4950

24 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4950

25 智能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4950

1361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

07 理科试验班(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
化学、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应用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工程力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自主
招生)

4950

08 工科试验班(机类)(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测控技
术与仪器、工业设计、车辆工程、机械
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
与工艺、工程力学等，具体详情见招生
章程或向院校咨询)(自主招生)

4950

09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行政管理、劳动
与社会保障、工业工程、大数据管理与
应用、工商管理)(自主招生)

4950

10 医学试验班(非临床类)(基础医学、法医
学、药学、临床药学、制药工程、预防
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500

11 医学试验班(临床类)(口腔医学、临床医
学类)(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500

12 医学试验班(一体化)(临床医学类
)(5+3医)(自主招生)

5500

13 医学试验班(护理学)(护理学)(自主招生
)

5500

14 工科试验班(电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软
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自主招生)

5200

15 经济学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
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
经济统计学、电子商务)(自主招生)

4950

16 医学试验班(侯宗濂班H)(临床医学类
)(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5500

1399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36 金融学类(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自主招生)

4600

37 统计学类(经济统计学、统计学)(自主招
生)

4600

38 经济与贸易类(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自主招
生)

8000

39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自主招生)

4600

40 保险学(自主招生) 4600

41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自主招
生)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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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2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自主招生) 8000

43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自主招生) 4600

44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自主招生)

4600

1401 西南大学(重庆)

43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农业资源与环境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学)(自主
招生)

4500

44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
行政学)(自主招生)

4500

45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工程)(自主
招生)

4500

46 动物科学(拔尖人才创新实验班)(自主招
生)

3700

(大类招生，含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
产养殖学3个专业)

47 药学(自主招生) 5000

48 植物生产类(植物保护、农村区域发展、
农学、园艺)(自主招生)

3700

49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质量与安全、食
品科学与工程、包装工程、茶学)(自主
招生)

4500

50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电子商务、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4500

51 智能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4500

(大类招生，含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2个专业)

52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自主
招生)

4500

53 物理学(自主招生) 4500

54 电子信息类(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自主招生)

4500

55 化学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自
主招生)

4500

1403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30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
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自主招
生)

4900

31 车辆工程(自主招生) 4900

3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4900

33 土木工程(自主招生) 4900

34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自主招生)

4900

35 建筑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600

36 交通运输类(交通运输、交通工程)(自主
招生)

4900

37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自主招生)

4900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38 数学与应用数学(自主招生) 4900

39 工程力学(自主招生) 4900

40 测绘类(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
理信息科学)(自主招生)

49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1 应用物理学(自主招生) 4900

42 应用心理学(自主招生) 4500

43 工商管理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
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自主招生)

4500

44 生物工程(自主招生) 4900

45 土木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00

4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艺术团) 4900

47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
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高水平
艺术团)

4900

48 车辆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00

49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4500

50 电子信息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00

51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高水平艺术团) 4900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52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水平艺
术团)

4900

53 交通运输类(交通运输、交通工程)(高水
平艺术团)

4900

54 生物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4900

5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艺术团) 4900

56 工程力学(高水平艺术团) 4900

57 工商管理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
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高水平艺术
团)

4500

58 经济与贸易类(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高水平艺术团)

4500

59 思想政治教育(高水平艺术团) 4500

1412 厦门大学(福建)

29 人文科学试验班(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
文学、汉语言、历史学(含世界史方向
)、考古学、哲学)(自主招生)

5460

30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自主招生)

5460

31 物理学类(物理学、天文学)(自主招生) 5460

32 航空航天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
动力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前学费5460元/年
；专业分流后到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
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学费6760元/年，分流
到其他专业学费5460元/年)

33 化学类(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
)(自主招生)

5460

34 化学工程与工艺(自主招生) 5460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专业)

35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460

36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自主
招生)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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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7 海洋科学类(海洋科学、海洋技术)(自主
招生)

5460

3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生态学、
环境生态工程)(自主招生)

5460

39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460

40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
安全、通信工程、人工智能)(自主招生)

5460

41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自主招生)

待定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一、二年
级5460元/年，三、四年级按学分收费，
每人每学分400元，每学年约为40学分；
其他专业学费5460元/年)

42 软件工程(自主招生) 待定

(含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一、
二年级每人每学年5460元，三、四年级
按学分收费，每人每学分400元，每学年
约为40学分)

43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自主招生)

5460

44 药学(自主招生) 5460

45 旅游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460

1555 浙江财经大学(浙江)

22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300

1558 浙江大学(浙江)

23 理科试验班类(含拔尖人才培养)(数学与
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物理学、心理学)(自主招生)

5300

(相关专业有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3+2本
硕、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3+2本硕、巴
黎萨克雷大学等联合培养项目，美国莱
斯大学、多伦多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
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24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学与地学
含拔尖人才培养)(生物科学、生态学、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大气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地质学)(自主招生)

5300

(相关专业有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3+2本硕、耶鲁大学3+2本硕、密歇根
大学3+1+1本硕等联合培养项目 ，剑桥
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北卡罗
莱纳州立大学、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等校
交流项目)

25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与高分子，含卓
越人才培养班)(车辆工程、能源与环境
系统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自主招生)

6000

(相关专业有瑞典皇家理工学院3+2本硕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3+2本硕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2+2双学位等联合
培养项目，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芝
加哥大学、京都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26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含卓越人才培
养班)(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自
主招生)

6000

(相关专业有新加坡国立大学3+1+1本硕
、巴黎高科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3+3本
硕等联合培养项目，牛津大学、斯坦福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27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含卓越人才培
养班)(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学制五年
)(自主招生)

6000

(相关专业有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3+2本硕联合培养项目、康奈尔大学、
哈佛大学、西班牙圣帕布洛大学等校交
流项目)

28 工科试验班(信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软件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
程)(自主招生)

6000

(相关专业有杜克大学3+2本硕、西蒙菲
沙大学2+2双学位、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3+2本硕等联合培养项目，哈佛大学、帝
国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校交流
项目)

29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含卓越人才
培养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自主招生)

6900

(相关专业有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
3+2本硕、巴黎高科国立高等电信学校
3+3本硕、佛罗里达大学3+2本硕、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3+2本硕等联培
项目，哈佛大学交流项目)

30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程装备，含卓
越人才培养班)(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
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自主招
生)

6000

(相关专业有巴黎高科3+3本硕、瑞典皇
家理工学院3+2本硕、莫斯科航空学院
3+1双学位等联合培养项目，京都大学、
佐治亚理工大学、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
学等校交流项目)

31 理科试验班类(含拔尖人才培养)(数学与
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物理学、心理学)(高水平艺术团)

5300

(相关专业有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3+2本
硕、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3+2本硕、巴
黎萨克雷大学等联合培养项目，美国莱
斯大学、多伦多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
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32 社会科学试验班(经济学、财政学、金融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学、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社
会学、农林经济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法学)(高水平
艺术团)

5300

(相关专业有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3+2本
硕、伯明翰大学2+2双学位、夏威夷大学
3+2本硕等联合培养项目，剑桥大学、牛
津大学、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
、慕尼黑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33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学与地学
含拔尖人才培养)(生物科学、生态学、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大气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地质学)(高水平艺术
团)

5300

(相关专业有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3+2本硕、耶鲁大学3+2本硕、密歇根
大学3+1+1本硕等联合培养项目 ，剑桥
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北卡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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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莱纳州立大学、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等校
交流项目)

34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与高分子，含卓
越人才培养班)(车辆工程、能源与环境
系统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6000

(相关专业有瑞典皇家理工学院3+2本硕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3+2本硕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2+2双学位等联合
培养项目，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芝
加哥大学、京都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35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含卓越人才培
养班)(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学制五年
)(高水平艺术团)

6000

(相关专业有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3+2本硕联合培养项目、康奈尔大学、
哈佛大学、西班牙圣帕布洛大学等校交
流项目)

36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含卓越人才培
养班)(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高
水平艺术团)

6000

(相关专业有新加坡国立大学3+1+1本硕
、巴黎高科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院3+3本
硕等联合培养项目，牛津大学、斯坦福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交流项目)

37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工业设计)(高水
平艺术团)

6900

(相关专业有英国巴斯大学3+2本硕联合
培养项目，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典斯德
哥尔摩大学交流项目)

38 工科试验班(信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软件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
程)(高水平艺术团)

6000

(相关专业有杜克大学3+2本硕、西蒙菲
沙大学2+2双学位、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3+2本硕等联合培养项目，哈佛大学、帝
国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校交流
项目)

39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程装备，含卓
越人才培养班)(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
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高水平
艺术团)

6000

(相关专业有巴黎高科3+3本硕、瑞典皇
家理工学院3+2本硕、莫斯科航空学院
3+1双学位等联合培养项目，京都大学、
佐治亚理工大学、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
学等校交流项目)

40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含卓越人才
培养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高水平艺术团)

6900

(相关专业有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
3+2本硕、巴黎高科国立高等电信学校
3+3本硕、佛罗里达大学3+2本硕、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3+2本硕等联培
项目，哈佛大学交流项目)

41 行政管理(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5300

1586 郑州大学(河南)

30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
运动队)

34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31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
)

3400

32 体育教育(师范类)(高水平运动队) 3700

33 应用心理学(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
队)

3400

1598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68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自主招生) 5000

69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自主招生) 5000

70 广播电视工程(自主招生) 5500

71 网络与新媒体(自主招生) 5000

72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向)(自主招生) 5000

73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播方向)(自主招
生)

5000

160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9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000

40 经济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41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4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5000

43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1603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19 生物科学(自主招生) 6300

20 药学(自主招生) 7000

160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

07 理科试验班类(教学改革试点班)(数学类
、物理学类、化学类、地球物理学类、
生物科学类、材料类、电子信息类、计
算机类、环境科学)(自主招生)

4800

08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自主招生)

4800

09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自主
招生)

4800

10 地球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
)(自主招生)

4800

11 化学类(化学)(自主招生) 4800

12 物理学类(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核工程与核技
术)(自主招生)

4800

13 工科试验班(力学类、机械类、能源动力
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自主招生)

4800

14 环境科学(自主招生) 4800

15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4800

16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通信工程、自动化、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4800

17 材料类(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自主招生)

4800

1608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10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
)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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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1614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

42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
理、物流管理、经济与金融)(高水平运
动队)

5200

1618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24 人文科学试验班(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历史学、考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
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自主招生)

5000

25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数学与应
用数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5000

26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与心理学)(物理
学、材料物理、应用心理学、化学)(自
主招生)

5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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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业管理(环境与资源管理))(自主
招生)

5000

162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2 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5200

23 材料科学与工程(自主招生) 5200

24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
学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5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自
主招生)

5200

26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自主招生)

5000

27 安全工程(自主招生) 5200

28 海洋油气工程(自主招生) 5500

29 油气储运工程(自主招生) 5500

30 石油工程(自主招生) 5500

31 资源勘查工程(自主招生) 5500

32 勘查技术与工程(自主招生) 5500

33 经济学类(能源经济、金融学)(自主招生
)

5000

162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

29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698

30 资源勘查工程(自主招生) 6300

31 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方向)(自主招生) 6300

32 地理信息科学(自主招生) 5788

33 测绘工程(自主招生) 5800

34 勘查技术与工程(测井方向)(自主招生) 6300

35 地质学(自主招生) 5800

36 地球物理学(自主招生) 5800

37 石油工程(自主招生) 6300

38 化学工程与工艺(自主招生) 6300

39 海洋油气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0 船舶与海洋工程(自主招生) 58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1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自主招生) 6300

42 应用化学(自主招生) 6300

43 环境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4 安全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5 机械类(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车辆工程、智能制造工程)(自主
招生)

5800

46 自动化(自主招生) 6300

47 材料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自主招生)

5800

48 电子信息工程(自主招生) 5800

4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主招生) 5800

50 油气储运工程(自主招生) 6300

51 土木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3 通信工程(自主招生) 5800

5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主招生) 5800

55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自主招生)

5800

56 会计学(自主招生) 5800

1628 中国药科大学(江苏)

11 药学(基础药学理科基地)(自主招生) 7480

12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
物化学)(自主招生)

7480

13 药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自主招生)

7480

14 药学类(生物技术与海洋药学方向)(生物
技术、海洋药学)(自主招生)

7480

15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
药制药)(自主招生)

7480

16 生物制药(自主招生) 6380

1631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9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000

20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自
主招生)

5000

21 法学(高水平艺术团) 5000

22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自
主招生)

5000

23 法学(自主招生) 5000

1634 中南大学(湖南)

38 金融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39 法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40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5500

41 社会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2 思想政治教育(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3 汉语言文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4 法语(高水平运动队)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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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45 日语(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6 西班牙语(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7 英语(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8 数学与应用数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49 广播电视学(高水平运动队) 6000

50 数字出版(高水平运动队) 6000

51 应用物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52 信息与计算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53 地球物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3600

54 生物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300

55 地理信息科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56 应用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57 工程力学(高水平运动队) 6500

58 生物信息学(高水平运动队) 5300

59 统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60 车辆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1 测控技术与仪器(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

6500

63 冶金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4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5 材料化学(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6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7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8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69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0 能源与动力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1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2 通信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3 电子信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5 自动化(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6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5300

77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8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79 信息安全(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1 软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8950

82 物联网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3 智能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5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

6500

86 铁道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7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88 土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89 测绘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90 遥感科学与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91 化学工程与工艺(高水平运动队) 6500

92 制药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93 地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3600

94 资源勘查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3600

95 采矿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3600

96 矿物加工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3600

97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98 交通运输(高水平运动队) 6500

99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0 航空航天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1 环境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2 消防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3 安全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4 建筑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5 城乡规划(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6 工程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6500

A7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A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高水平运动队) 5500

A9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5500

B0 财务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B1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500

B2 行政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00

B3 劳动与社会保障(高水平运动队) 5500

B4 物流工程(高水平运动队) 5500

B5 电子商务(高水平运动队) 5500

1638 中山大学(广东)

3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自主招生)

6060

40 地理科学类(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地理
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6850

41 心理学(自主招生) 6850

4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6850

43 基础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7660

44 护理学(自主招生) 7660

45 汉语言文学(自主招生) 6060

(在珠海校区就读)

46 法医学(学制五年)(自主招生) 7660

47 历史学(自主招生) 6060

(在珠海校区就读)

48 哲学(自主招生) 6060

(在珠海校区就读)

49 大气科学类(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自
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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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批次招生计划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50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1 物理学类(物理学、天文学)(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2 海洋工程与技术(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3 海洋科学(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4 地质学类(地质学、地质工程)(自主招生
)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5 化学工程与工艺(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6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核工程与核技
术)(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7 预防医学(自主招生) 7660

(在深圳校区就读)

58 土木类(土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自主招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59 航空航天类(航空航天工程、理论与应用
力学)(自主招生)

6850

(在深圳校区就读)

60 药学(自主招生) 7660

(在深圳校区就读)

61 经济学类(广州)(国际商务、管理科学、
金融学、经济学)(高水平运动队)

6060

62 公共事业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6060

63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高水平
运动队)

6060

64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
学)(高水平运动队)

6850

65 化学类(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水
平运动队)

6850

66 心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6850

67 电子信息类(广州)(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工学))(高水平运动队)

6850

68 计算机类(广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
络空间安全、信息与计算科学、软件工
程)(高水平运动队)

6850

69 临床医学(广州)(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
队)

7660

70 口腔医学(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队) 7660

71 预防医学(广州)(学制五年)(高水平运动
队)

7660

72 物理学类(物理学、天文学)(高水平运动
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73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高水平运动队)

6850

(在珠海校区就读)

代码 名称
 学费
(元/年)

计划
(人)

74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队)

6060

(在珠海校区就读)

75 药学(高水平运动队) 7660

(在深圳校区就读)

76 保密管理(自主招生) 6850

1641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8 工商管理类(商学院)(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大数据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供应
链管理)(自主招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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