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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招生计划

精英人才培养模式

学分制管理： 修满规定学分者即可毕
业。 可提前毕业，也可延长学习年限。

大类招生与培养： 学校部分专业按专
业大类进行招生， 使学生摆脱 “一考定终
身”的发展局限，为学生营造条件宽松和自
主发展的培养环境。 学生经过通识课程和
大类基础课程学习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和能力，确定主修专业及专业方向。

国际化人才培养： 从培养具有专业知
识、通晓国际贸易、外语应用能力强、能够
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人才角度出发， 在国
内率先创建了多元化、 复合型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

理科拔尖人才培养： 我校是国家教育
部门批准的首批与中国科学院实行 “科教
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的高校之一。 与中
科院合作开设了华罗庚班（数学）、王大珩物
理科学班、张大煜化学菁英班三个基础科学
班，着力培养理科拔尖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为培养高素质的
拔尖创新人才， 并发挥人才培养的示范和
带动作用， 开设了 “机械类创新实验班”、
“电气信息类创新实验班”、“化工环境生命
类创新实验班” 和 “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
班”。

卓越工程师培养： 部分工科专业实施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与30余家
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合作， 建立工程实践
教育中心，联合培养创新能力强、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工程技术拔尖
人才。

复合型人才培养： 学校充分利用优
势学科资源，建立交叉培养的机制，在部
分学科间打破专业界限。 学生在学习主
修专业的同时， 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
好，辅修其他专业，完成规定的课程学分
后，可获得辅修专业证书。学生修完主修
专业后， 继续修读并完成规定的专业课
程，即可获得双学士学位。

免试推荐研究生： 学校每年在应届
毕业生中推荐优秀学生免试攻读硕士或
博士学位， 推荐免试的研究生比例占应
届毕业生的15%左右。

优秀学生转专业： 大连校区新生入
学一年后，允许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大
类或专业排名前20%） 在规定的范围内
重新选择专业。学校还为特殊专长学生、
兴趣爱好学生、 特殊困难学生提供相应
的转专业通道。

建设一流学科，彰显大工实力

大连理工大学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4个（力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水利
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6个（计算数学、等离子体物理、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结构工程、船舶与海洋
结构物设计制造、环境工程）；二级学科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2个（动力机械及工程、
技术经济及管理）。

在国家教育部门最新全国学科评估
中， 学校共有11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前15
位： 化学工程与技术第3位， 水利工程第4
位，力学第5位，环境科学与工程第6位，船
舶与海洋工程第6位，工商管理第8位，土木
工程第8位， 建筑学第9位， 机械工程第10
位，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第13位，管理科
学与工程第14位。

在国际排名中，学校有8个学科领域进
入ESI排行：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
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环境科学与生态
学、 计算机科学、 数学； 入选数位居国内
“985工程”高校第18位。在14年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中， 化学学科领域全球前100强，工
科和计算机科学连续三年进入全球前150
强，数学学科排名全球前150名。 在15年QS
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中，有6个学科领域
进入全球400强， 依次为土木与结构工程、
化学工程、 机械航天与制造工程、 环境科
学、化学、数学。

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办学与交流

学校致力于为学生创造海外学习及第

二校园经历的机会，学校同国外及港、澳、台
地区的199所大学、科研机构、大型企业集团
以及国际联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开展了一系列学生长短期国际交流项目90
余项，每年都有1000多名在校学生通过这些
项目赴海外进行学习或交流活动。学校与日
本立命馆大学合作设立的中日国际信息与
软件学院，采用“2+2”和“4+0”两种模式培
养IT领域的国际化精英人才。

毕业生就业质量高，社会贡献大

大连理工大学与航天科技、 中石油、船
舶重工、中国兵器等近百家行业集团建立了
人才供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广核、一汽、
华为、宝洁、浦发等30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研设计院所、国际知名企业
及金融机构形成了紧密的毕业生供需合作。
学校每年举办春季、冬季两场400余家国内外
知名企事业单位参加的大型毕业生供需见面
会，接待用人单位3000余家，发布需求信息万
余条，专业需求覆盖率百分之百。

毕业生就业渠道畅通， 发展前景广阔。
2014届毕业生有1306人签约世界五百强企
业，1212人签约中国五百强企业。每年近40%
的本科毕业生被保送或考取研究生，部分专
业甚至高达70%以上，保送到清华、北大、中
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攻读硕士（或硕博连
读）学位的比例超过15%。

大连理工大学
●1949年建校， 国家教育部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首批列入国家 “985工程” 重点建设的大学
●首批列入国家 “211工程” 重点建设的大学
●经教育部门批准建设的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依照 “统筹
规划、 错位发展、 坚持标准、 创新模式” 的指导思想， 与主校
区同标准、 同档次、 同水平办学
●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1位、 兼职教师中的两院院
士20位
●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8个

（含2个重点培育学科）， 有87个本科专业
●有1个国家级别2011协同创新中心， 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3个
国家级别工程研究中心， 2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学校综合实力位列国内工科院校十强； 2014年入围 《泰晤士报》
亚洲大学百强榜， 在中国大陆入围的18所院校中名列第15名
●在美国著名学校评估专业媒体US News 2014年公布的全球500
强大学排名中， 位列中国高校第21位
●在自然出版集团中国自然指数排名中， 位列全国科研机构和高
校第20位， 内地高校第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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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是一所 “以农科为优
势， 以生命科学和食品科学为特色，农
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
学、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国家
“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黑龙江省政
府部门与农业部门省部共建大学、 国家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入
选高校、 国家教育部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优秀院校、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

学校1948年创建于哈尔滨， 始称东
北农学院， 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
的首所普通高等农业院校，1981年被确
定为黑龙江省省属重点院校，1994年与
黑龙江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东
北农业大学。

学校设有17个学院和1个教学部。现
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3个国家重点 （培
育） 学科，2个农业部门重点学科，2个省
级重点学科群，10个省级一级重点学科，
农业科学学科进入ESI国际学科排名前
1%。 学校是全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之一，现有9个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0个硕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
别，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0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75个本科专业。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577人， 其中教
授312人、副教授462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712人，具有硕士学位者557人。现有中国
工程院院士1人，“万人计划”入选者2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家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6人，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别人选2人，科技部门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5人，教育部门创新团队2个，
教育部门“跨世纪、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入选者10人，国家级别教学团队2
个，国家级别教学名师1人，教育部门高
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分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2人、委员15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14人， 博士生导师
183人。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8671人，其
中研究生3605人、本科生24841人、外国
留学生225人，是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拥有国家特
色专业10个， 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2个，国家精品课程4门、国家精品视
频公开课3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别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4个， 教育部门、
农业部门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4个，
科技部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1个，全国高
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1个；获得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提名4篇。
学校是国家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设
有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
基地。 建校至今已累计培养各级各类学
生20多万人。

学校现有2个国家级别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2个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4个农
业部门重点实验室、1个农业部门区域试

验站 、4个农业部门农业科学观测实验
站，设有国家级别大学科技园1个，是高
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首批建设院校
之一。建校至今，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励300多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
奖和科技进步奖30项；18次被中宣部门、
教育部门、团组织授予“社会实践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 具有接收中国
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资格， 设有教育
部门赴俄留学培训基地。建校至今，已先
后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爱尔兰等国家的60多所高校
及科研单位建立了联系， 开展广泛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

学校占地面积354.4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99.6万平方米， 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4.4亿元。

学校高度重视党建、 思想政治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2000年被评为全国“学
校民主管理先进单位”；2003年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2011年被评为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2012年被评为全国 “创先
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称号。

新时期的东北农业大学 ，继承 “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勤奋、
求实、奉献、创新”的校风 ，满怀信心地
向着“国际知名、国内同类院校一流、具
有我国北方现代农业特色的多科性、研
究教学型和开放式”的高水平农业大学
奋进！

●国家 “211工程” 重点建设大学
●黑龙江省政府部门与农业部门省部共建大学
●国家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项目入选高校

●国家教育部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欢欢迎迎广广大大学学子子报报考考西西南南政政法法大大学学！！

代码： 10652
属性： 省属

西南政法大学建校于1950年， 1978年经国
家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 2012年， 学校成为国
家教育部门与重庆市政府部门共建大学。 60多
年来， 学校共为国家培养了各级各类高级专门
人才20多万人， 是全国培养职业法官 、 检察
官、 律师等法学专门人才最多的学校之一。

学校现有沙坪坝校区和渝北校区， 占地面
积共3000余亩。 1986年成立的司法鉴定中心为
中西部仅有的国家级别鉴定机构。 学校图书馆
是重庆市首批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之一， 馆
藏纸质资源190万册， 中外文数据库64个， 堪

称西南地区法学文献信息中心。
目前学科门类涵盖法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文学、 哲学、 工学等6个门类。 现有14个学院，
23个本科专业， 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43个二级学科硕
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10个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 学校是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全国首批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单位之一。 拥有1个法学博士后流动
站， 1个国家级别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9个省部
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优势专业
国家级别特色专业建设点： 法

学、 侦查学、 行政管理、 新闻学；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 国际经济
与贸易 、 刑事科学技术 、 英语 、
会计学 ； 国家级别重点学科 ： 经
济法学科和诉讼法学科 ； 重庆市
重点学科 ： 哲学 、 应用经济学 、
法学 、 政治学 、 新闻传播学 、 公
共管理 ； 重庆市立项建设重点学
科： 工商管理。

人才培养
学校形成以 “实务教育 ” 和

“论辩文化” 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 开设实务人才培养实验班、 学
术人才培养实验班 ； 开设辅修专
业， 辅修学分修满成绩合格者， 授
予辅修专业学位证书及辅修专业毕
业证书； 与美国、 法国、 德国、 英
国等17个国家的近70所知名高校、

法律实务部门开展学生交流项目和
带薪实习计划， 按协议互免学费、
互认学分， 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可以
申请境外奖学金。 学校坚持长期聘
用外籍专家、 接收外国留学生， 并
选派本校师生出国学习、 交流， 获
国家留学基金委 “优秀本科生国际
交流项目” 资助。

校园文化
倡导尚思学风 ， 提倡 “独立

思考、 自由对话”。 校辩论队先后
获得全国 “贸仲杯 ” 国际商事仲
裁 模 拟 辩 论 赛 冠 军 、 “创 想 青
春———2010两岸四地高校世博辩
论大赛 ” 冠军 、 首届全国政法院
校辩论赛冠军 ； 校青年志愿者协
会 、 法律诊所分别被评为第八届
和第九届 “全国十佳青年志愿者
组织奖”； 校艺术团曾获全国第三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 世界
合唱比赛银奖 、 第九届中国音乐

“金钟奖” 优胜奖等多项殊荣。 学生
在排球 、 田径 、 篮球 、 武术 、 体育
舞蹈 、 健美操等全国比赛中也屡创
佳绩。

社会评价
学校教师积极服务地方和国家法

制建设， 多次应邀为中央、 地方党政
部门领导授课， 受托参与150余部法
律、 法规的立法及修订工作。 优良的
办学传统、 雄厚的办学实力、 广泛的
社会知名度以及广大学子在国家建设
中的突出贡献 ， 造就了社会公认的
“西政现象”。

奖、 助学金
学校设有优秀新生奖学金 、 国

家奖学金 、 国家励志奖 学 金 、 国
家助学金 、 综合奖学金 、 单 项 奖
学金 、 社会捐资奖学金等多种奖 、
助学金 。 具体可查看我 校 资 助 中
心网站 。

更多招生
信息请关注

联系部门： 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
大连校区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凌工路2号
盘锦校区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大工路2号
招生网址： http://recruit.dlut.edu.cn

（一） 大连校区与盘锦校区分别录取
大连理工大学本科招生分为大连校区 （含主校区及

开发区校区） 和盘锦校区两部分， 两个校区分别有独立
的招生院校代码， 招生时分别录取， 考生填报志愿时应
分别填报。 大连校区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凌工路2
号， 院校代码为10141； 盘锦校区注册地址为辽宁省盘锦
市辽东湾新区大工路2号， 院校代码为19141。 两个校区
颁发相同的大连理工大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二） 招生计划
2015年大连校区招生计划4850人， 覆盖全国31个省

区； 盘锦校区招生计划1410人， 覆盖全国除西藏以外的
30个省区。 详细招生计划可登录学校招生网 （http://re鄄
cruit.dlut.edu.cn） 的 “招生计划” 栏目查询。

（三） 调档原则： 平行志愿省份服从专业调剂进档
不退

实行 “平行志愿” 的省份， 调档比例一般不超过在
当地招生计划的105%， 凡进入调档线的考生， 在德、 体
条件合格且服从专业调剂的情况下， 均予以录取。 实行
“顺序志愿” 的省份， 调档比例一般不超过在当地招生计
划的120%,在学校同批次控制分数线以上， 优先录取第一
志愿报考大连理工大学考生。

（四） 专业录取实行 “分数优先”， 志愿之间不设分
数级差

根据在各省份公布的招生计划， 我校专业 （类） 录
取时以考生的投档成绩进行专业录取， 实行 “分数优先”
的录取原则， 即在德、 体条件合格的前提下， 优先满足
高分学生的专业志愿； 专业志愿之间不设分数级差。 投
档成绩相同的情况下， 理工类优先录取 “数学” 成绩高
者， 再相同， 依次为 “外语”、 “语文” 成绩高者优先；
文史类优先录取 “语文 ” 成绩高者 ， 再相同 ， 依次为
“外语”、 “数学” 成绩高者优先。

（五） 对加 （降） 分政策的规定更加明确
根据教育部门文件精神， 我校普通类本科在提档及

专业录取时原则上均认可考生所在地省级招办制订的有
关加 （降） 分政策。

2015年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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