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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

2012

年我校新增加了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专业和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生物技术）专业

方向。

2.

对外语有特殊要求的招生专业及专业

方向

本科：英语、英语（商务英语）、日语、法

语、德语等专业及专业方向只招英语考生；化

学、化学（商品检验分析）、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应用化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旅

游管理（饭店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

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开发）、微电子学、电子商务等专

业及专业方向学生入学后安排英语教学。

高职专科：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

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光伏材料加工与应用技

术、国际贸易实务、旅游管理、餐饮管理与服

务、旅游英语、商务英语、导游、轮机工程技

术、 航海技术等专业学生入学后安排英语教

学。

3.

对学生体检要求

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师范专业原则上要求

男生身高

1.60

米（含

1.60

米）、女生身高

1.55

米

（含

1.55

米）以上。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饭店

管理）、导游专业原则上要求男生身高

1.65

米

（含

1.65

米）、 女生身高

1.60

米 （含

1.60

米）以

上，五官端正。 新生入学后，我校对新生进行

身体复查， 对不符合国家统一规定的体检标

准、 师范专业不符合高师面试标准或发现考

生故意隐瞒病史和体检作弊的学生， 将依据

相关文件处理。

4.

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特点

渤海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视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强调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和全面发展。

为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学生入校后

可对研究型和适用型两种培养模式进行选

择， 在校学习期间可以按有关要求申请转专

业，自主选择专业及发展方向。同时可以通过

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程，达到一定学分后，学

校发给学生辅修第二专业证明。

学校采取校企合作办学、订单式培养、嵌

入式累积实践教学等培养机制， 把大学课堂

延伸至社会， 为学生今后就业、 创业搭建平

台。

为使学生享受名校资源，接受优质教育，

我校独创国内留学模式， 每年选拔部分优秀

学生到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十余所国内名

牌大学学习， 为学生成才成长提供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5.

校企联合“订单式”培养模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开发）专业采用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实施“订单式”培养。这种

培养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实行灵

活多样的开放式办学模式，通过校企合作、产

学研结合，充分利用学校、企业优质资源为人

才培养服务；二是构建校企无缝对接的“交替

式学工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入学时学生与

学校、中软国际三方签订就业协议保障就业，

通过实施与企业实际需要相一致的“订单式”

人才培养方案， 保证学生在真实企业环境里

用真实项目进行实战训练， 确保学生学习实

习一体化，确保学生毕业就业“无缝对接”。学

生就业领域为大型软件及外包企业、 国家软

件园、外资或合资企业及电信、金融、证券等

“黄金”行业。

6.

学习及生活条件

学校环境幽雅，风景优美，融现代化、网

络化、生态化、园林化为一体，是全国绿化模

范单位和辽宁省安全文明校园， 现代化的教

学和生活设施齐全， 是学生读书治学的理想

园地。 学生寝室实行公寓化管理，内部设施完

善，条件舒适。 学校餐厅为“全国百佳食堂”，

大众口味、各地小吃，品种多样，经济实惠。 校

园内的自助银行、超市、书店、医务室等各类

服务设施为学生生活提供方便。

7.

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100

余个社团使

每个学生都有展示个人风采的机会。 多年来，

开展了“大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和“大学生

创新与创业项目评选”等一批高水平、有特色

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其中“渤海大学自行车

协会” 获得全国高校优秀社团荣誉称号，“大

学生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被中央宣传部门、中

央文明办、教育部门、团中央、全国学联评为

全国大中专学生三下乡先进团队， 大学生艺

术团荣获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二等

奖”。 “精英大学生打造平台”、“阳光工程”活

动获得辽宁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品活动

（

A

类）荣誉称号。这些学生活动丰富了校园文

化，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8.

实习就业情况

学校非常重视实习就业工作，实施“一把

手工程”。 通过校园招聘会、

QQ

群信息发布、

就业网咨询服务以及个性化实习就业指导等

多种形式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服务。 通过

实习促进就业，努力实现“保数量、重质量、促

就业”的目标要求。 学校分别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浙江及省内各大城市建立实习就业

基地，为毕业生搭建了信息平台，拓宽了实习

就业渠道。

2008

年至

2012

年， 我校二批本科和高职

专科的就业率均居省内高校前列， 连续多年

被辽宁省教育部门授予 “辽宁省高校就业先

进集体”、“辽宁省就业工作创新单位”、“辽宁

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渤海之滨，锦绣之州，湖光山色点缀

着一座美丽的校园， 这就是渤海大学，一

所由辽宁省政府部门举办的，拥有

60

多年

历史的综合性大学， 她与祖国共命运，与

时代同进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悄然崛

起。 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攻坚克难的渤大

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以质量求发展的

内涵建设之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学校拥有

13

个二级学院，

70

个本科专

业及方向、

33

个高职专业及方向，

16

个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71

个二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和

3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涵盖哲、法、教、文、史、理、工、管等学科门

类。 现有硕士研究生、本专科全日制在校

生

24000

余人。 专任教师

1200

人，其中教授

200

人，博士近

300

人。 专任教师中，有国家

百千万人才入选者、国家教育部门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辽宁省攀登学者、辽

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者、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

次入选者、千人层次入选者、省级优秀科

技人才、省级教学名师、省级专业带头人、

省级优秀教师等

80

多人。

历经

60

多年的发展建设， 学校形成了

以文理工和经管类专业为依托的优势学

科群， 以现代新兴应用技术为依托的特

色学科群。 目前学校拥有辽宁省重点学

科特色项目

1

个、 辽宁省重点学科培育项

目

8

个， 建设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

服务示范基地， 有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

平台

1

个、 省重点实验室

4

个、 省高校重点

实验室

3

个、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 省

工程研究中心

1

个、 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 省教育科学

规划重点研究基地

3

个、 其他省级平台

2

个 。 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

学校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需要 ， 积极建设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

并具有一定实力和优势的学科和专业 ，

重点建设了食品科学学科和新能源专业，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校深化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本着 “分流培养、 兼顾创业、 分类设计、

注重差异” 的原则

,

全面实施了本科生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 建立研究型和适用型

两个基础性的学习和培养平台， 努力在

研究型领域造就一批科研专才， 在适用

型领域致力于培养一批卓越工程师、 行

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学校强调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学生在校期间有三

次自主选择专业和学习方向的机会。 学

校在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中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 ， 有国家 、 省级特色

（示范） 专业

11

个， 建设国家、 省级精品

课程

31

门， 国家、 省级精品教材

8

部， 国

家、 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40

项， 居省内

高校前列。 有

7

个省级教学团队， 有

5

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渤海大学倡导“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的学术精神，近年来，学校科学研究工作

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十一五”以来，全校

教师主持完成及在研国家“

863

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科技部、国家教育部门和辽宁省重大

科研攻关项目等科研项目

1293

项， 一批横

向研发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类科研成果奖励

697

项，发表论文

7700

余篇，被

SCI

、

EI

、

ISTP

等

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490

篇，出版专著

209

部，

获得专利

29

项。 现有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

3

个，建设了国家火炬计划锦州硅材料及太阳

能电池产业基地公共检测中心。

学校与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

32

所高等院校、教育

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在布隆迪设立了

孔子学院， 接收

7

个国家的留学生来校学习，

互派学者讲学， 同时选派中青年教师和优秀

学生到国外进修或攻读学位。

校园基础设施完善， 图书馆藏书

183

万

册，仪器设备总值

1.5

亿元，充分满足教学科

研需要。

学校占地

1500

亩， 总建筑面积

47

万平方

米，参天大树，青青草坪，欧式风格的建筑经

典唯美，是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辽宁省造林绿

化先进单位和辽宁省安全文明校园。 渤海大

学学生餐厅是全国高校伙食专业委员会评选

的全国“百佳餐厅”，学生公寓是辽宁省标准

化学生公寓。

学校致力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探索“党

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有

效途径，成立了渤海大学董事会、渤海大学职

工仲裁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

学工作委员会，在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十二五”，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 学校作出了未来

发展的新规划，确定了“建设拥有国家一流学

科、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突出、国内知名的

高水平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

确立了树立国内一流大学形象， 实施全面质

量管理，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办学思想，制定

了坚持“一个中心”、打赢“两大攻坚”、实施

“三大战略”的总体发展思路。 宏图在胸的渤

海大学， 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汹涌澎湃的

力量向着新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招生咨询电话： 0416—3400132 3400131 邮编： 121000 学校网址： http://www.bhu.edu.cn 学校地址：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科技路19号

渤海大学2012年招生政策及相关问题解答

新能源类专业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 图为新能源专业实验室。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图为学生科技创新团

队进行科技攻关。

招生咨询信箱： lntuzs@126.com lngdzs@126.com 招生咨询电话： 0418-3350234 651123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是一所具有

63

年悠

久历史的国家重点大学。 建校以来，辽宁

工大人秉承 “诚朴求是 、博学笃行 ”的校

训，弘扬“朴实无华、坚韧顽强、无私奉献”

的太阳石精神，辛勤耕耘，艰苦创业，自强

不息，创造了辉煌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伟大成就， 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办学层次日益提升、 办学实力显著增强。

1978

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批

88

所重点院

校之一，

1981

年被批准为首批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

1993

年获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有条件接收留学生单位之一，

1999

年被批

准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9

年获得工

商管理硕士（

MBA

）专业学位授予权，

2010

年获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现已

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于

一体，拥有工、管、理、经、文、法、农、教育

等多学科，办学特色突出，办学设施完善，

师资力量雄厚的著名高等学府。 现设有矿

业学院、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24

个院系、

现有矿山灾害治理研究院、爆破技术研究

院等

18

个研究院（所）、

120

个本科与高职专

业，其中国家特色专业

8

个。 目前，在册学

生

4.2

万人，其中全日制在校博士生、硕士

生、本科生、高职生、留学生

3.2

万人。

学校教学科研设施完善、学习生活环

境幽雅。 建有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玉龙

校园和葫芦岛校区龙湾校园

,

占地

4240

亩。

校园内古朴、典雅的建筑鳞次栉比，一万

二千平方米的现代化图书馆， 藏书

190

万

册，订有中外文期刊

2000

多种。学校编辑出

版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其中《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已进入

CSTA

和

EI

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并首批进入中国核心期刊。

学校高举地矿特色旗帜，走特色发展

之路，不仅拥有一批特色鲜明、实力较强

的传统学科，也拥有一批生机勃勃的新兴

学科。 建有矿业工程、力学、测绘科学与技

术

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

5

个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2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

1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5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16

个工程硕士学位

授权领域， 安全技术及工程国家重点学

科、力学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安

全生产技术基础研究中心、国家大学科技

园、国家煤矿开采与安全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煤矿液压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辽

宁省重大科技平台、

9

个省级重点学科、

13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7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已形成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辽宁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不断加

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现有专任教师

1700

余人，拥有双聘院士

4

人、长江学者

1

人、具

有副高级职称人员

1000

余人

,

具有博士、硕

士以上学位教授

900

余人； 有

1

个国家教学

团队、

11

个省级教学团队、

5

个辽宁省高校

创新团队。

2

名教师被确定为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人选；

1

名教师荣获全国

百名高校教学名师奖；

3

名教师被确定为

辽宁省攀登学者。

学校把人才培养质量视为学校的生

命，以培养诚朴求是、博学笃行，具有国际

视野和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创新

型人才为目标， 着力推进应用创新型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和实践， 不断深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全面开展合作教育， 培养学生

“太阳石精神”和应用创新能力。 学校被列

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辽宁省卓越工程师教育计划项目试点高

校。近年来，学校先后有

60

余项教学成果获

国家和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在国家、省

部组织的课程统考和教学质量检测及各类

大赛中，我校均取得了优异成绩。毕业生就

业率连年达

95%

以上，居辽宁省高校前列。

广大毕业生以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勇于实

践、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特点，赢得了国

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欢迎， 受到了社会

的好评。 学校教务处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普

通高校优秀教务处， 学校先后两次被教育

部门评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集体，

2010

年又被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

典型经验高校，进入全国

50

强。

学校积极转变科技发展方式，创新发

展模式，面向国家煤炭工业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着力打造国家能源领域重要的科

技创新基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 学校与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数百家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和技术联盟。 近年来，先后承担国家科技

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973

”计划、

“

863

” 国家高新技术等各类科研课题

3500

余项，

240

余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

励，有

2

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科

技经费达

3

亿元， 拥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在矿山灾害治理、安

全技术与工程、测绘科学与工程、管理科

学与工程、机械制造等研究领域形成了明

显优势和突出特色，在冲击地压的预测与

防治、煤炭自燃火灾防治、矿区开采沉陷

治理、“三下”采煤、地质动力区划等许多

研究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先后举办

国际矿山测量协会第十二届大会等

50

余次

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学术会议， 具有较高

的学术声誉和国际知名度。

学校始终坚持开放办学， 对外交流与

合作日益扩大。 与神华集团、 中煤能源集

团、 中平能化集团等

20

多家国内大型企业

签订了实质性校企合作协议。 学校拥有国

家安全培训一级资质、 全国煤炭行业职业

经理人资格认证一级培训资质和全国煤炭

行业经营管理干部工商管理培训资质。 在

省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会，

拥有董事会单位

120

家。

学校先后与美国、俄罗斯、越南、日本

等

10

多个国家的许多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

建立了校际联系和学术交流关系， 与澳大

利亚伍伦贡大学、 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

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日本

九州大学、 越南广宁工业大学和越煤集团

等国外高校企业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互

派专家、学者、留学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开

展科研合作， 聘请世界知名学者担任学校

名誉教授。

学校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作为辽

宁省属仅有的一所院校 ， 被国家教育部

门、 财政部门确定为第二批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计划项目实施高校。 近年来， 在全国

及辽宁省举办的各类科技学术竞赛活动

中， 我校学生有

600

余项作品获奖。 我校

大学生科学发展观宣讲团 ， 被共青团中

央、 教育部、 全国学联评为 “第二届全国

高校优秀社团”、 “第三届全国高校十佳

学生标兵社团”， 这是辽宁高校历史上仅

有的获此殊荣的学生社团。 以挂职锻炼为

主要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多次受

到中央宣传部门、 国家教育部门、 共青团

中央的表彰。 学校被确定为首批全国共青

团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试点单位。 校

团委连续两次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全国五

四红旗团委” 光荣称号， 是辽宁仅有的两

次获得该称号的高校。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建校半个多世纪

以来，已向国家输送了

12

万名各类人才，广

大毕业生遍布国家经济建设各条战线，涌

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管理人才和以中国工程

院院士、 长江学者为代表的著名专家、学

者， 广大毕业生中走出了四位国家煤炭工

业部门领导 ，

2010

年全国煤炭企业前

7

名

中，有

5

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是我校的

毕业生， 学校因此享有煤炭行业 “黄埔军

校”的美誉。

站在“十二五”新的历史起点上，辽宁

工大人正以昂扬的斗志、豪迈的情怀、创新

的精神，高举地矿旗帜，坚持科学发展，努

力把学校建成为国际知名、 特色鲜明的研

究教学型大学，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辽 宁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诚 挚 欢 迎 每 一 位 有 志 考 生 报 考 ！

美丽的校园

学校校园网:www.sut.edu.cn� 招生信息网:zsnet.sut.edu.cn/admissions/index.jsp

咨询电话： 024-25496072 024-25494619

沈阳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涵盖工、

理、经、管、文、法、哲等七大学科门类的多科

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始建于

1949

年，

1985

年由沈阳机电学院更名为沈阳工业大学。 原

为国家机械工业部门所属院校，

1998

年起由

中央和地方共建，以辽宁省管理为主。

学校由位于沈阳市的中央校区、兴顺

校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和位于辽阳市的辽

阳校区等四个校区组成。 学校总占地面积

159.6

万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

62.4

万平方

米，设有

20

个学院、

3

个教学部和

2

个工程实

践中心， 共设

50

个本科专业、

20

个专科专

业。 学校现有普通本科生

16087

人，各类研

究生

2778

人。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名师云集。 现有

师资队伍

1203

人， 其中院士

3

人、 教授

201

人、副教授

373

人。 学校具有学士、硕士、博

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5

个一级学科和

17

个二

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建有电气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71

个二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另外还

有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以

及工程管理硕士

4

个专业学位类别， 其中

工程硕士包含

12

个招生领域，是工商管理

硕士（

MBA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 有

电机与电器国家重点学科， 有

4

个省重点

一级学科，

16

个省重点二级学科。

学校把教学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将教

学质量视为学校的生命线。 “十一五”以

来， 建设了

5

个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

点、

8

个辽宁省示范性本科专业、

1

个辽宁

省装备制造业紧缺人才培养基地，获

24

门

省级精品课，承担国家教改课题

3

项、省级

教改课题

35

项， 获省级以上教改成果奖

44

项，培养省级教学名师

10

人。

科技工作环境不断优化，科技总量不

断增加， 科技水平和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十一五”以来，科研进款量达

10

亿元，承

担各类科研项目

3400

余项， 申请专利

994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以

上科技奖励

114

项， 被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3080

篇。创建了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

育部门工程技术中心、 部省共建教育部门

重点实验室和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建成省工程技术中心

4

个、省重点实验

室

7

个、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6

个；“极端条件

下新型永磁电机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研究”

团队成功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是辽宁

省省属院校第二个国家创新团队；“现代电

工装备理论与共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成功

获批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

学校面向世界，开放办学，与美国、俄

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芬

兰等国家的

36

所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

际合作关系。

如今， 完成了校园换建的沈阳工业大

学正秉承“自强，笃行”的校训，弘扬“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稳步迈上了“十二

五”新的征程，向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

目标大步前进。

2012年招生政策

1.2012

年招生计划

今年招生计划

6000

人 （沈阳校区

3850

人，辽阳校区

2150

人），其中本科

5300

人，专

科

700

人，在全国

30

个省（市）招生。其中，辽

宁省一批

B

段本科

2068

人， 二批本科

1420

人（包括软件学院

280

人，国际教育学院

140

人和辽阳校区

1000

人），专科

600

人。今年国

防生招收

100

人，艺术类招收

80

人。

2.

就业情况

学校是一所以工为主的高校

,

具有博

士点的学科和专业实力都比较强

,

如国家

重点学科———电机与电器在国内排名在

先

,

机械、材料和信息类专业在全国也都属

于前列，文科专业也都具有很强的特色和

实力。 学校坐落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

学科服务于国家装备制造业建设，所办专

业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毕业生因基础扎

实、应用面广、适应性强，深受用人单位的

青睐， 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就业

率，曾被评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3.

招生计划中涵盖哪些批次

学校招生计划涵盖国防生、 艺术类提

前批次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科和高职专

科四个批次。 其中辽宁省内计划中包括国

防生和艺术类提前批次本科、 一批

B

段本

科、二批本科和高职专科四个批次。沈阳校

区辽宁省以外计划中山西、内蒙古、安徽、

河南、贵州、新疆、吉林、湖南、福建等省全

部本科计划以及黑龙江、河北、云南和江西

等省的部分本科计划为一批次录取。 辽阳

校区全部本科计划为二批次录取。

4.

录取方式

学校今年录取方式与去年相同，在辽

宁省一批

B

段本科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

执行

本科第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即如果在第

一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完成计划

,

则在第二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第一批本科

B

段院校志

愿栏中填报我校的考生

,

直至录满为止）；

辽宁省其他批次和辽宁省以外其他省份

录取办法：在德、体条件合格的情况下，按

考生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在

第一志愿报考人数超出学校在当地的招

生计划数时，不招收第二志愿考生；在第

一志愿报考人数不足学校在当地的招生

计划数时，则招收第二志愿及其他志愿考

生。 辽宁省以外其他省份规定实行平行志

愿录取方式的，按照该省规定执行。

5.

进档后录取原则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体检均合格

的前提下，遵循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

到低分按照考生所报专业志愿（不含专业

服从志愿）录取，优先满足分数高考生的

专业志愿， 专业志愿之间不设分数级差。

分数相同条件下，各专业以相关科目成绩

高者优先录取。

6.

考生如何填报专业志愿

请考生根据我校近几年各专业录取分

数，大致判断出哪些是热门专业，哪些专业

是冷门专业 （冷门专业并不一定是师资弱

专业，有的是师资很强的专业，并且是重点

学科），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爱好来填

报专业志愿，一般最好把专业档次拉开，并

且填报服从调剂，以增加被录取机会。

7.

今年招生计划的调整情况

今年沈阳工业大学招生有五大变化：

一是第一批次录取的省份有所增加。 在去

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

河南、安徽、贵州、新疆的基础上，福建、湖

南、江西、云南四省今年也进入一批录取；

二是恢复国防生招生， 计划招生

35

人改为

100

人；三是新增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术专

业（专科），计划招生

35

人；四是我校国际合

作办学项目列入招生计划， 计划

140

人，在

辽宁省第二批次本科录取，包括会计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两个专业，文理兼招；五是沈

阳校区增加招生计划

230

人。

8.

国外合作办学项目

我校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开展

“

2+2

”本科专业教育项目。 有国际经济与

贸易和会计学两个专业。

招生办法：参看第七条。

办学模式：学制四年，前两年在国内，

后两年到国外学习， 学生在结束国内阶段

学习后， 经外语考试合格并符合申请签证

条件，可申请办理赴国外学习。

9.

近几年录取分数

在辽宁省我校近几年一批

B

段理科录

取分数线达到省一批控制分数线， 一批文

科录取分数线接近省一批控制分数线；其

他省份的详细情况可登录我校网站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