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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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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学
校推出“数学+金融、物理+电子、力学+
X、外语+X”，以及“X+管理、X+经济、X+
哲学、X+软件”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为学生跨院系、跨专业系统地学习，增
加多学科渗透的适应性创造了条件，使
学生的成长空间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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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生占应届毕业生的
比例为 17%左右。

优秀学生转专业：主校区（含开发
区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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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生 院 成 立 于
1986 年，是我国首批设立的33个研究生
院之一。大连理工大学有27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130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42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220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以及 11 个专业学位类别的硕士学位授

予权点；截至目前，全校共有博士生指导
教师678人，硕士生指导教师1967人。

在国家教育部门 2012 年全国学科
评估中，学校共有 12 个一级学科排名全
国前 10 位或前 20%：化学工程与技术、
水利工程、力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船舶
与海洋工程、工商管理、土木工程、建筑
学、机械工程、数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在新的国际排名中，我校有 8 个学
科领域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 1%的
行列：工程学、材料学、化学、计算机科
学、物理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生物学
与生物化学以及数学，ESI 论文总引用
数位列国内高校第 17 名；在上交大世界
大学学术排名中，大工位列国内高校第
17 名，世界 301-400 位次，工程领域世界
101-150 位次，数学学科世界 101-150
位次，化学学科世界 76-100 位次，计算
机科学学科世界 76-100 位次；在 QS 世
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大工有 8 个学科领
域进入全球 500 强：土木与结构工程
101-150 位次，化学工程 101-150 位次，
化学 101-150 位次，材料科学 151-200
位次，机械航天与制造工程 201-300 位
次，环境科学 201-250 位次，数学 301-
400 位次，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401-
500 位次。国内国际排名皆充分彰显了
大连理工大学的理工学科优势及管理
人文学科特色。在学校全力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征程中，树求真
务实之学风，建高层次人才基地，大工

为学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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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余所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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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余项，每年
都有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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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等三千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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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
类招聘活动 800 余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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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届毕业生有 1434 人签约世界
五百强企业，1437 人签约中国五百强企
业。每年近 40%的本科毕业生保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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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招生政策

（一）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与盘
锦校区分别录取

大连理工大学本科招生分为主校
区（含开发区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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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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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招

生计划 4945 人，新增 95 人，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盘锦校区招生计划 1315 人，首
次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详细招生计划
可 登 录 学 校 招 生 网（http://recru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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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份及内蒙古
自治区，调档比例一般不超过在当地招
生计划的 120%。对于实行“顺序志愿”
的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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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志
愿”（即“分数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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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教育部门文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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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全国性加（降）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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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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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协同创新中心，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学校综合实力位列国内工科院校十强；2015年入围《泰晤士报》亚洲大

学百强榜，在中国大陆入围的21所院校中名列第15名
●在自然出版集团中国自然指数排名中，位列内地高校第18位

更多招生信息请关注

联系部门：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
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凌工路2号（主校区）

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大工路2号（盘锦校区）
招生网址：http://recruit.dlut.edu.cn
联系电话：0411-84708375（主校区及开发区校区）

0427-2631678（盘锦校区）
传 真：0411-84707507
邮 箱：bzb@dlut.edu.cn

招办微博：http://weibo.com/dutzs

招办微信：大工招生（DlutBzb）

华北理工大学，坐落于沿海现代化城市、环渤海经济区工业重镇——唐山市；是一
所以工、医为主，理、经、管、文、法、艺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留学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本
科教育、继续教育等全方位教育层次的省属重点骨干大学。学校为河北省政府部门与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河北省政府部门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共建高校。

百年传承，底蕴深厚。华北理工大学的前身河北联合大学是 2010 年 5 月经国家
教育部门批准，由原河北理工大学和华北煤炭医学院强强联合组建而成的，2015 年 2
月正式更名为华北理工大学。河北理工大学前身为创办于 1895 年的北洋西学学堂
矿务学学门，1958 年建校，1959 年天津大学矿冶系成建制并入，曾沿用唐山矿冶学
院、河北矿冶学院、唐山工程技术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等校名；华北煤炭医学院前身
为创办于 1926 年的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63 年开始本科建制，曾沿用唐山煤矿
医学院、河北医学院等校名，是原国家煤炭工业部门所属仅有的一所本科高等医学
院校。合并以来，在省政府部门和省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社会服务、整体办学条件和综合服务能力
等方面均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条件优越。学校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4000 多人，其中专任教
师 2072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620 多人；具有副教授、教授职称教师
1000 余人。学校现有双聘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别人选、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高端人才、燕赵学者、省管专家等优秀人才
100 余人。学校有各类全日制在校生 52000 余人。老校区占地 2700 余亩、建筑面积
110 多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7.51 亿元。

学科设置齐全，专业特色鲜明。学校现有 87 个本科专业,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 个专业学位授权类
别；拥有 10 个国家特色专业，18 个国家部委和省确定的重点学科，12 个国家部委和

省级重点实验室，3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32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建有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矿山医疗救护中心培训基地、河北省创伤研究所、河北省城乡统筹及
一体化发展研究基地。

注重人才培养，学生素质过硬。近年来，学生在国际、国内各类竞赛中获奖励
1000余项，其中国际、国家奖励260余项。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评为“2012—2014年度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先进单位”。学校始终坚持服务地方，共培养10多
万名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已成为冶金、矿业、重化工等行业总经理、总工程师的摇篮；
煤炭行业高级医学人才、职业病防治业务骨干的摇篮。学校毕业学生以素质高、能力
强、作风实、适应社会需求，创业、创新能力强等特点，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就业
率连续多年达到95%以上，名列省内前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百年老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2013 年 6 月，河北省政府部
门做出了将学校整体搬迁曹妃甸唐山湾生态城的重大决定。目前，一座占地 4500
亩、教学科研及其附属用房 100 多万平方米、符合国内一流大学硬件条件标准、气势
恢弘的现代化校园已拔地而起，成为曹妃甸一颗璀璨的明珠。2016 级新生将入驻曹
妃甸新校园。

学校将始终秉承“学术并举、崇术重用、依托行业、服务地方”的办学理念，恪守
“明德博学、勤奋求实”的校训，实施“特色立校、人才兴校、质量强校”的发展

战略，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知
名大学。

招生咨询热线：0315—2592618 网址：http://www.ncst.edu.cn 校址：河北省唐山市新华西道46号 新校园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唐山湾生态城渤海大道21号

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
河北省政府部门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共建高校
河北省政府部门与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共建高校
国家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单位

华北理工大学2016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本专科招生计划汇总表

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招生办公室公布招生计划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