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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必读 12

中国药科大学是教育部直属 、 国家
“211工程” 重点建设的大学， 是我国首批
具有博士 、 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 ，
是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重
点建设的大学。 学校始建于1936年， 是中
国历史上首所由国家创办的高等药学学府；
1996年进入国家 “211工程” 重点建设的百
所高校行列； 2000年2月整建制划转教育部
直属管理。

我国历史上首所由国家创办的高等药
学学府

我国第一批具有博士、 硕士授予权的高
等学校

教育部指定的首所接收药学学科外国留
学生、 进修生、 高级访问学者的基地

全世界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高等药学院校
我国高等药学界公认的办学水平第一的

高等药学院校
2013年就业率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位列

第二名
毕业生升学和出国率持续在江苏省名列

前茅的重点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是一所教育部直属
的全国重点大学 、 国家 “211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和 “985工程” 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 是教育部、 工
业和信息化部与安徽省共建高校。 合
肥工业大学创建于1945年， 1960年被
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 1979
年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 “合肥工业
大学” 校名。

合肥工业大学现有屯溪路校区、
翡翠湖校区、 六安路校区、 宣城校区
四个校区。 其中， 屯溪路校区、 翡翠
湖校区、 六安路校区坐落在安徽省合
肥市， 简称 “合肥校区”； 宣城校区
坐落在安徽省宣城市区。

合肥工业大学是一所 “以工为
主、 理工结合、 文理渗透” 的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学校。 学校现有3个国家
重点学科， 1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4
个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 11个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 试点专业， 83个本科专业。

学校现有1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 1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有建筑学
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公共
管理硕士 （MPA）、 工程硕士、 艺术
硕士 （MFA）、 翻译硕士、 资产评估
硕士、 会计硕士、 工程管理硕士9种
专业学位授予权， 其中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领域25个。

学校现有教职工3609人， 专任教

师1824人。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 国
家 “千人计划” 入选者8人， “长江学
者” 特聘教授6人、 讲座教授7人， 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人， 形成了一支
专兼职结合、 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
伍。

近三年来， 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生就
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 2012年学校
获得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荣誉称号， 连续第七年获得 “安徽省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标兵单位”
荣誉称号。

学校在本科生培养中实施 “英才计
划”， 其中包括选拔优秀学生开办卓越
班、 英才班和博雅班。 卓越班是培养具
备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工程人才， 英
才班是培养科学研究领军人物， 博雅班
是培养杰出的精英人才。 “英才计划”
选拔名额约100名 。 大一新生进校后 ，
军训期间自主报名， 参与选拔考试。

学校还与国 （境） 外高等院校开展
了 “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 项目、
“德国TU9及精英大学硕士生 ” 项目 、
台湾交换生项目、 本科生研究生国家留
学基金委项目、 学生海外实践项目 （暑
期赴美带薪实践项目、 寒假赴美社会调
研项目、 暑期研习营项目） 等多种形式
的学生联合培养、 海外研习和赴台交流
学习。

2014年， 学校合肥校区65个本科专
业和宣城校区12个大类同时招收全日制
本 科 生 。 其 中 ， 新 增 2个 招 生 专 业

（类）， 分别是合肥校区的医学信息工程
和宣城校区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2014年， 学校计划招收普通本科生
8000名， 其中合肥校区招生5000名， 按
专业招生； 宣城校区招生3000名， 按大
类招生、 培养， 两年后再选择专业， 分
专业培养。

学校本科招生对象为参加普通高考
的考生 （含普通统招生、 国防生、 自主
选拔录取、 农村学生自主选拔录取、 艺
术类考生、 高水平运动员、 贫困地区专
项计划、 少数民族预科生、 内地新疆高
中班、 内地西藏高中班、 港澳台学生）。

学校具有自主选拔录取资格， 合肥
校区自主选拔录取计划为350人。 宣城
校区农村单独自主选拔录取计划为160
人。

自主选拔录取计划不占分省招生计
划。 在省本科一批次前进行录取， 未被
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本科一批次高校的
录取。

学校招生录取时， 实行平行志愿省
份投档比例基本控制在105%左右 。 对
教育部及各省 （市、 区） 制定的加分或
降分政策一概承认， 并将按考生享受优
惠政策后的总分予以录取。

学生入学后， 可享受转专业政策，
即一是获得合肥工业大学优秀新生奖学
金二等奖及以上新生， 在入学后可申请
转专业一次； 二是新生入学第一学年第
一、 第二学期所修课程的学习成绩位于
本年级本专业前30%， 可申请转专业。

合肥工业大学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 “人间天堂 ”
之称的古城苏州， 是国家 “211工程” 重
点建设高校、 “2011计划 ” 首批认定高
校， 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其主
要前身为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 作为
全国最早创建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 苏
州大学曾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
的若干个首位： 首家以西式办学体制举
办大学、 首家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最早授
予硕士学位 、 首家开设法学专业教育 、
首家创办大学学报等等。 目前， 苏州大
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哲学 、 经济学 、
法学 、 教育学 、 文学 、 历史学 、 理学 、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等
十二大学科门类， 具有相当规模， 基础
较为雄厚， 办学效益显著， 在国内外具
有一定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

114年来， 苏州大学始终坚持以人才
培养为根本， 为社会输送了30多万名各类
专业人才， 包括许德珩、 周谷城、 费孝
通、 雷洁琼、 孙起孟、 赵朴初、 钱伟长、
董寅初、 李政道、 倪征日奥、 郑辟疆、 杨
铁樑、 查良镛 （金庸） 等一大批精英栋
梁和社会名流 ， 更有谈家桢 、 陈子元 、
郁铭芳、 宋大祥、 詹启敏等30多位两院院
士都是我校校友， 为国家建设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州大学现有26个博士后流动站； 24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67个二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47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 24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127
个本科专业； 4个国家重点学科， 7个江苏
高校优势学科， 12个省级一级学科重点学
科， 22个省级重点学科； 1个国家文科基
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1个国家理科基础

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3个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个国家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目前， 拥有各类在
校生五万余人， 其中研究生14249人， 本
科生 25450人 ， 留学生 1433人 。 教职工
5103人， 其中两院院士5人、 外籍院士1
人、 “千人计划” 入选者11人、 “青年
千人计划 ” 入选者23人 、 “长江学者 ”
特聘教授5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2人， 具有副高职称及以上人员2278人，
一支力量比较雄厚、 结构比较合理的师
资队伍已初步形成。

苏州大学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中
心工作， 积极深化人才培养系统化改革，
全面实施 “卓越人才 ” 教育培养工程 ，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共有23个
学院 （部）， 其中纳米科学技术学院进入
了全国首批17所国家试点学院行列； 设
立了2个书院 ， 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
式， 其中敬文书院定位于专业教育之外
的 “第二课堂”， 唐文治书院在 “第一课
堂” 开展博雅教育。 学校学生每年获得
国家级奖项超过150人次。 2013年苏大成
功举办第十三届 “挑战杯” 竞赛， 这是
“挑战杯” 历史上首次由省属重点大学承
办。 在本届 “挑战杯” 中， 苏州大学获
得一个特等奖、 三个一等奖、 两个二等
奖以及一个交叉创新奖一等奖， 以团体
总分390分的优异成绩位列全国第二、 江
苏第一， 再捧 “优胜杯”。

学校科研工作取得累累硕果 。 截至
2014年5月， 苏大的化学、 物理、 材料科
学、 临床医学、 工程学、 生物和生物化
学、 药学和毒理学7个学科进入全球ESI
（基本科学指标） 前1%学科。 2013年， 自

然科学领域获得国家级项目321项， 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1项、 国家重大重点
项目22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位列
全国高校第18位； 人文社科领域获得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23项， 其中重大重点项目2
项， 1项成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 （人文社
会科学） 三等奖。

苏州大学全面推进教育国际化战略，
先后与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俄罗斯、 日本、 韩
国 、 新加坡等20余个国家以及香港 、 澳
门、 台湾等地区的15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
构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学校每年接收各
类外国留学生2000余人次， 与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合作举办国际纺织专业， 与加拿大
维多利亚大学合作举办国际金融专业， 与
新加坡国立大学、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国
际知名高校开展了双学位博士 、 本硕连
读、 双学位学士等40多个学生国际交流项
目。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建了 “中新联合
开放实验室”和“功能高分子研究所”，与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共建了 “纳米科技联合研
究院”和“绿色高分子工程与催化技术实验
室”，与法国爱迪特集团共建了“测控技术
国际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有效提升了
国际联合研究的能力与水平。 积极探索境
外办学的新路， 与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合
作建设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2012
年10月，作为我国首个在国外举办的大学，
“老挝苏州大学”迎来了首届学生。

苏州大学以昂扬的姿态、开放的胸襟、
全球的视野， 依托长三角地区雄厚的经济
实力和优越的人文、地域条件，努力将学校
建设成为具有学科、 区域和国际化特色的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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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成就你的美好人生
作为全国百强 、 省部市共建高校 ，

宁波大学涵盖经、 法、 教、 文、 史、 理、
工、 农、 医、 管、 艺等十一大门类。 现
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12个二级学科博
士点以及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有19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 14个专业硕士学位点
（含领域）， 75个本科专业。 2014年学校面
向全国28个省 (市、 区) 和港澳台地区计
划招收本科生4130余人。

秉持 “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 ”
的人才培养理念， 2014年， 学校推进、 创
新以下招生政策：

一、 阳明班， 符合条件， 直接保研
理科高出省一批线45分及以上， 文科

高出省一批线40分及以上的浙江省考生，
单科符合要求， 确保录取在综合试验班
（阳明班）。 除了在全校范围内任意选择
专业的特权， 阳明班考生符合学校保送
读研基本要求， 可直接获得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推荐资格。 此外， 继续提
供第二校园机会， 满足国内、 港台、 国
际名校访学的需要； 实行导师制、 小班
化教学， 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

二、 高分段， 双重选择， 任选专业
理科高出省一批线40分及以上， 文科

高出省一批线35分及以上的浙江省考生，
单科符合要求， 我校确保录取在第一志
愿 (除综合试验班)。 以自愿为前提， 考
生可申请参与阳明班选拔， 不申请或未

入选阳明班的考生， 大类分流， 确保考
生所选专业 。 在实行大类招生的同时 ，
充分尊重高分考生的高考成果。

三、 特色类， 英文授课， 复合培养
2014年学校继续开设国际工商管理

类， 包含会计学 （CPA CANADA加拿
大注册会计师）、 会计学 （ACCA英国注
册会计师）、 金融学 （全英文班）、 国际
经济与贸易 （全英文班） 等4个专业。 该
大类引进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实施全英文授课， 学分设置国际化， 海
外高校交换学习 ，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
精通英语的管理类复合型专业人才。

此外， 学校设置特色班：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 （国际贸易班 ）， 日语
（辅修英语）， 数学与应用数学 [精算科学
与风险管理] (中美合作班）， 旅游管理
（中法合作班）， 培养各类复合型人才。

四、 创新班， 本硕连读， 贯通模式
学校拥有研究生免试推荐权 ， 符合

一定条件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可免试推荐
攻读硕士研究生。 2014年， 根据教育部构
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组建协同创建中
心的要求 ， 学校设立海洋人才创新班 。
水产养殖 （海洋人才创新班） 培养能胜
任水产经济动植物的增养殖生产、 管理、
科研和教学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 复合
型和外向型人才。 生物技术 （海洋人才
创新班） 培养在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研究、

技术开发、 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工作
的高级专门人才。

海洋人才创新班采用3+3培养模式，
即修完3年本科教育课程， 考核合格后以
硕士推免的方式直接攻读硕士学位， 实行
6年本硕连读的 “贯通式” 人才培养模式。

五、 交换生， 两岸多地， 名校交流
交换生项目是我校提高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对获取优质教学
资源、促进学科交流、提高办学水平都有
着重要的意义。 本科生交换或交流培养，
能使大学生游历不一样的校园生活，获得
更丰富的学习体验，感受更多彩的人生经
历，还能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近年来， 我校积极开展推进与国内、
港台地区和国外名校进行本科生交换培
养或单向交流工作， 积极拓展校际合作
项目， 为学生提供了众多第二校园深造
的机会。 其中， 国内， 我校已与青岛大
学、 复旦大学、 汕头大学、 上海海洋大
学、 深圳大学等多家国内高校签订交换
生培养合作协议。 这些沿海城市的高等
学府， 构成了我校学子的 “蓝色游学计
划”。

橙色大一 ， 绿色大二 ， 蓝色大三 ，
金色大四。

若 你 想 感 受 宁 大 校 园 的 丰 富 色
彩———

九月， 我们在宁大等你！

2014， 遇见宁大

宁大， 有白鹭成行， 碧草如茵的美丽校园；
宁大， 有 “宁波帮” 精神的薪火相传；
宁大， 有风靡大江南北 “张主任” 的食堂……

我们， 致力于为你打造专属的培养模式；
我们， 致力于为你搭建挑战的广阔平台；
我们， 致力于为你开放青春的第二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