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學 2019 年招收澳門保送生簡章

一、學校概況

學校名稱為西北大學，英文名稱 Northwest University，縮寫為 NWU；辦學

地點在陝西省西安市。學校是全國重點綜合大學、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院

校、西部大開發重點支持建設院校、教育部與陝西省共建高校併入選國家“雙一

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學校辦學類型為公辦普通高等教育，學校有研究

生院，具有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及專業學位授予權，設有博士後流動站。

西北大學肇始於 1902 年的陝西大學堂和京師大學堂速成科仕學館，是西北

地區建校歷史最為悠久的高等學府。現有國家級教學名師 4人，國家級教學團隊

5個，國家人才培養基地 7個，國家級特色專業 13 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

心 7個，國家級虛擬仿真實驗教學中心 1個。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獎 25 項。

現有 1個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涵蓋 5個二級學科）、4個二級學科國家

重點學科和 1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地質學、考古學、理論經濟學、世界史、

地質資源與地質工程、科學技術史等 6個一級學科進入全國前 10 位。化學、地

球科學、工程學、材料科學進入全球基本科學指標資料庫（ESI）檢索排名前 1%，

其中化學、地球科學 2個學科進入 ESI 檢索排名前 5‰。2018 年 THE 中國大學排

名第 51 位，2018 年 QS 亞洲大學排行榜第 234 位。

現有 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1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個國家國際科技

合作基地、1個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3個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

中心。

現有中科院院士 3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 1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

專家 20 人，國家“萬人計劃”項目入選者 12 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9 人，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9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 14 人，

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 21 人。

學校十分重視對外科技文化交流，已與美、英、法、德、日等 20 餘個國家

及地區的 100 餘所大學、科研機構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大英百科全書》曾將

西北大學列為世界著名大學之一。

二、保送條件

符合 2019 年中國內地普通高等學校招收澳門保送生要求，有意願到中國內

地高等學校學習的高中畢業生均可報名。

三、考核方式/錄取方式

我校將對符合報名條件的考生進行面試，並根據考生的考核情況擇優錄取。

我校招生辦公室將預錄取保送生名單報送至聯招辦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按照相

關文件規定辦理錄取手續，並於 2019 年 8 月上旬前發出錄取通知書。

四、招生專業

序號 院系名稱 招生專業（類）名稱 備註

1 文學院

漢語言文學 文史

漢語國際教育 文史

2 歷史學院

歷史學（基地班） 文史

歷史學類（歷史學、世界史、國際政治） 文史

3 文化遺產學院

考古學 文史

文物保護技術 理工

文物與博物館學 文史

4 經濟管理學院

經濟學（基地班） 文史

財政學 文史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工商管理） 文史



國際經濟與貿易 文史

金融工程 理工

金融學 文史

經濟統計學 理工

經濟學（數理經濟實驗班） 理工

旅遊管理 文史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理工

5 公共管理學院

公共管理類（人力資源管理、行政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

公共事業管理）

文史

管理科學 理工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類（圖書館學、檔案學） 文史

6 外國語學院

英語 文史

日語 文史

7 新聞傳播學院 新聞傳播學類（新聞學、網路與新媒體、廣告學） 文史

8 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

法學 文史

法學（知識產權） 理工

9 哲學學院

社會工作 文史

哲學 文史

10 地質學系

地質學（基地班） 理工

地質工程 理工

資源勘查工程 理工

11 物理學院

物理學（基地班） 理工

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 理工

物理學類（物理學、應用物理學、材料物理） 理工



12 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

化學（基地班） 理工

化學類（化學、應用化學、材料化學、化學生物學） 理工

13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科學（基地班） 理工

生物技術（生命科學與技術基地班） 理工

生物科學類（生物科學、生物技術、中藥學、生態學） 理工

14 數學學院

數學類（數學與應用數學、信息與計算科學） 理工

金融數學 理工

應用統計學 理工

15 城市與環境學院

城鄉規劃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學 理工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環境科學、環境工程） 理工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 理工

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 理工

16 化工學院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 理工

生物工程 理工

制藥工程 理工

化學工程與工藝 理工

能源化學工程 理工

17 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

電子科學與技術 理工

電子信息類（通信工程、電子信息工程、電子信息科學與

技術）

理工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理工

微電子科學與工程 理工

物聯網工程 理工



電子信息類（中外合作辦學） 理工

18 軟件學院 軟件工程 理工

19 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 食品科學與工程 理工

五、招生計畫

按照教育部相關規定，我校 2019 年澳門保送生計劃擬為 5人。

六、收費標準（元/年，人民幣）

文史專業 3850 元；

英語、日語專業 4950 元；

理工專業 4950 元；

軟件工程專業一、二年級 4950 元，三、四年級按學分收費；

電子信息類（中外合作辦學）50000 元（在英國期間按照埃塞克斯大學當年

國際學生學費標準收取）；

住宿費：1100 或 1200 元。

學校按照教育部有關規定及陝西省物價局核定標準收取學費和住宿費。如果

上級部門或陝西省物價局調整當年本科生學費收費標準，我校將按照新標準執

行。

七、入學與體檢

新生持《西北大學錄取通知書》報到，報到時間及相關要求以通知書和入學

須知上的規定為准。新生入學後，接受入學體檢，不符合體檢要求的，取消入學

資格，專業受限制，可商轉其他專業。

八、學歷證書及證書種類



學校培養的本科生，在規定的年限內達到所在專業畢業要求者，頒發西北大

學本科畢業證書；符合學校學位授予有關規定者，頒發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畢業生

學士學位證書。

九、其他

我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

灣地區學生的規定》和《西北大學港澳臺學生管理辦法》對澳門保送生進行管理。

十、聯繫方式

單位：西北大學招生辦公室

校址：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區太白北路 229 號

郵編：710069

電話：+86-29-88302211

傳真：+86-29-88303892

學校網址：http://www.nwu.edu.cn

本科招生信息網：http://zsb.nwu.edu.cn

電子郵箱：zsb@n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