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大学 201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1.    学校简介 

天津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

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天津市。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

始建于 1895 年，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素以“实事求是”的校训、“严谨治

学”的校风和“爱国奉献”的传统享誉海内外。天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

大学，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985

工程”、“211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大学，是“中欧工程教育平台”、“中俄工

科大学联盟”合作高校，“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成员高校。 

天津大学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经、管、

文、法、医、教育、艺术、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最新教育部学科

评估（第四轮）中，天津大学 14 个一级学科进入 A 类，位居全国前列。现有全

日制在校生 33130 人，其中本科生 17674 人，研究生 15456 人。拥有 61 个本

科专业，3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8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 

天津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拥有诺贝尔奖得主 1 人，两院院士 12 名，外籍院

士 2 人，国家“千人计划”34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 41 人，国

家级教学名师 6 人，“973”首席科学家 17 人。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先生也在天津大学育人授业。 

天津大学与世界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0 所高校、研究院及公司签署协议，

为学生参加境外学习、拓展全球视野提供了广阔平台。包括本科生境外交换学习

项目、交流学习项目、本科生境外学位项目等。 

天津大学设立了近 100 项奖学金和励学金，每年奖金总额超过 2200 万元人

民币，奖励额度达到最高每人 3 万元人民币。 

天津大学制订了面向新世纪的总体发展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努力把

学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并在本世纪中叶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

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 

2.    保送条件 

（1）持有效期限之内的澳门居民身份证及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应届高中毕业生，高中阶段学业成绩优异、品学兼优； 

（3）由校方推荐。 

3.    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录取原则：天津大学将贯彻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综合衡量考生德、智、体、

美等因素，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择优录取，且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 

考核方式：考核采取面试方式，根据申请者的面试成绩，并结合考生平时学

习成绩及专业志愿等，确定拟录取专业。 

4.    招生专业 

序号 学院名称 科类 专业名称 科类限制 

1 机械工程学院 工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科 

2 机械工程学院 工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科 

3 机械工程学院 工学 工程力学 理科 

4 机械工程学院 工学 工业设计 理科 

5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工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科 

6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工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科 

7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工学 生物医学工程 理科 

8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工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理科 

9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科 

10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 自动化 理科 

11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 电子信息工程 理科 

12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 通信工程 理科 

13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 物联网工程 理科 

14 微电子学院 工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理科 

15 微电子学院 工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固体电子与微电子) 理科 

16 智能与计算学部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科 

17 智能与计算学部 工学 软件工程 理科 

18 建筑工程学院 工学 土木工程 理科 

19 建筑工程学院 工学 水利水电工程 理科 

20 建筑工程学院 工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理科 

21 建筑工程学院 工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理科 

22 化工学院 工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科 

23 化工学院 工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科 

24 化工学院 工学 生物工程 理科 

25 化工学院 工学 制药工程 理科 

26 化工学院 工学 应用化学（工） 理科 

27 化工学院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科 

2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科 

2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科 

3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学 功能材料 理科 

31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科 

32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工业工程 理科 

33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工程管理 理科 

34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工商管理 文理兼收 



序号 学院名称 科类 专业名称 科类限制 

35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财务管理 理科 

36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电子商务 理科 

37 管理与经济学部 管理学 物流工程（供应链与运营管理） 理科 

38 管理与经济学部 经济学 金融学 文理兼收 

39 数学学院 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科 

40 理学院 理学 应用物理学 理科 

41 理学院 理学 应用化学 理科 

42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学 药学 理科 

43 环境学院 工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理科 

44 环境学院 工学 环境工程 理科 

45 环境学院 理学 环境科学 理科 

46 教育学院 教育学 教育学 文理兼收 

47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 理科 

48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文学 英语 文理兼收 

49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文学 汉语言文学 文科 

50 法学院 法学 法学 文理兼收 

51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工学 海洋技术 理科 

52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工学 海洋科学 理科 

注：部分专业招生限制情况说明: 

我校限制患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如下：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应用化学（工）、食品科学

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功能材料、应用物理学、应用

化学、生物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科学等专业； 

我校对视力有要求的专业如下：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生

物医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要求考生视力（近视眼）不超过 800

度； 

我校生物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英语、药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生物科学、法学专业建议外语为英语的考生报考。 

5.    招生计划 

2019 年在澳门地区招收品学兼优的保送生 5 名。 

6.    相关要求 

凡符合保送生条件的学生，由本人申请，所在中学推荐，按澳门高等教育辅

助办公室要求提供相应申请材料（学生资料、学业成绩单等），我校进行审核及

面试，对于考核通过的学生，我校将按要求办理有关录取手续。 

7.    其他 



入学与体检等规定按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执行。新生入校后，将依据教育部

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生资格审查和身体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学校将视情况予

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以弄虚作假手段取得入学资格者，均取消其

入学资格。 

8.    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天津大学招生办公室 

姓名：郑老师 

电话：86-22-27405486 

传真：86-22-27401800 

网址：http://zs.tju.edu.cn；http://www.tju.edu.cn 

单位地址/邮政编码： 

卫津路校区：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300072 

北洋园校区：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内雅观路 135 号/300354 

  

 

 天津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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