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大学 2019 年招收澳门保送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东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

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始建于

1923 年 4 月，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学，著名爱国将领

张学良将军曾兼任校长。 

学校学科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

管理学、艺术学等门类。设有 68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15 个；有 179 个学科有权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另设 10 个专业学

位授权点），109 个学科有权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有 17 个博士后

流动站；3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共涵盖 16 个二级学科。学校以一流为目

标、以改革为动力推进学科布局优化和调整，高峰引领、高原支撑、

卓越促进、特色牵动，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建设格局正在形成。 

东北大学位于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称的东北中心城

市沈阳。沈阳四季分明，是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二、保送条件 

符合 2019 年中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要求的

学生。 

三、考核和录取 

符合条件的考生由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统一组



织报名。教育部及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联合举办 2019

年招收澳门保送生考试期间，我校将派人到澳门对学生进行面试考核。

考核合格者，学校将根据学生志愿确定拟录取专业，待联合招生办公

室办理完录取手续后正式录取。 

四、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1 文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文史 

2 文法学院 行政管理 文史 

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史 

4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文史 

5 外国语学院 俄语 文史 

6 外国语学院 德语 文史 

7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理工 

8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9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 理工 

10 工商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理工 

11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12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13 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学 理工 

14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学 理工 

15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 

16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 

17 理学院 应用化学 理工 

18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理工 

19 理学院 工程力学 理工 

20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理工 

21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理工 

22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理工 

23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理工 

24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理工 

25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理工 

26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理工 

27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理工 

28 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理工 

29 冶金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30 冶金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理工 

31 冶金学院 环境科学 理工 

32 冶金学院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理工 



序号 院系名称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3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3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 

3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功能材料 理工 

3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 

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理工 

38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机械工程 理工 

39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40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车辆工程 理工 

41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工业设计 理工 

4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理工 

4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4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工 

4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理工 

4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4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理工 

4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 

4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理工 

50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理工 

51 软件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理工 

52 软件学院 信息安全 理工 

53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 

54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生物工程 理工 

55 江河建筑学院 建筑学（五年） 理工 

56 江河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五年） 理工 

57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 理工 

注：如遇院系专业调整以学校实际情况为准。 

五、招生计划 

按照教育部规定，我校 2019 年在澳门计划招收保送生 5 人，招

生专业限定为上述专业。 

六、相关要求 

1.入学与体检等规定按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2.澳门学生在校期间，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

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暂行规定》和《东北大



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等进行管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学校授予其学士学位。 

七、其他 

澳门学生报考东北大学可以申请澳门蔡氏教育文化基金会东北

大学助学金支付学费、住宿费、交通费、生活费和书费。 

八、联系方式 

单  位：东北大学招生办公室 

电  话：86-24-83687392，传真：86-24-23891272 

E_mail：ddzsb@mail.neu.edu.cn 

招生网：http://www.neuzs.com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巷 11 号 

邮  编：110819 

九、本简章由东北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