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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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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

之一。首批进入国家 “211”和“985”工程建设、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

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学校。2017 年在国家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入选

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8 个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学校现有三个校区，

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哲、教育和艺术

等 10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大力推进基于通识教育、科研能力和

创新能力培养的“2+4+X”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从知识传授型向

探索研究型教育的转变。西安交大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宽松的学习氛围，

强大的师资配置，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学校精心营造

“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的大学文化氛围。拥有国家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基地和 203 个文化社团。学校专设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配置专人专

岗服务和管理港澳台学生工作，朋辈辅导及时为港澳台学生排忧解难，定期

组织港澳台学生国情考察、传统佳节聚会、体育竞技活动，让学生在融入正

常学习生活之余感受别样温暖。 

2. 保送条件 

1) 符合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规定的具有报送资格的学生； 

2) 原则上应具有 2 年以上在澳门地区学习经历的澳门应届高中毕业生； 

3) 通常要求考生高中三年综合成绩不低于前 15%，申请艺术类考生必须具有

一定绘画基础，成绩不低于前 20%； 

4) 具有创作创新、科研发明、文体特长、社会公益、各类竞赛或在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信息等学科具有特别突出成绩者，可以适当放宽总成成

绩要求。 

3. 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根据考核情况和学生综合表现择优录取； 

考核含：面试加笔试。笔试含英语、数学，艺术专业需进行术科考试（素描或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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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生专业 

序号 所在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修业年

限 
专业类 

学位授予

门类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科 四年 材料类 工学 

2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科 四年 电气类 工学 

3月 1

日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科 四年 仪器类 工学 

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理科 四年 电子信息类 工学 

5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科 四年 电子信息类 工学 

6 信息工程 理科 四年 电子信息类 工学 

7 自动化 理科 四年 自动化类 工学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科 四年 计算机类 工学 

9 物联网工程 理科 四年 计算机类 工学 

10 法学院 法学 文科 四年 法学类 法学 

11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四年 公共管理类 管理学 

12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文理兼收 四年 公共管理类 管理学 

13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理科 四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学 

14 工程管理 理科 四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学 

1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科 四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学 

16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理科 四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学 

17 会计学 理科 四年 工商管理类 管理学 

18 工商管理 理科 四年 工商管理类 管理学 

19 市场营销 理科 四年 工商管理类 管理学 

20 财务管理 理科 四年 工商管理类 管理学 

21 人力资源管理 理科 四年 工商管理类 管理学 

22 工业工程 理科 四年 工业工程类 管理学 

23 电子商务 理科 四年 电子商务类 管理学 

24 

航天航空学院 

工程力学 理科 四年 力学类 工学 

25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理科 四年 航空航天类 工学 

26 飞行器动力工程 理科 四年 航空航天类 工学 

27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科 四年 机械类 工学 

28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科 四年 化工与制药类 工学 

2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理科 四年 机械类 工学 

30 工业设计 理科 四年 机械类 工学 

31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科 四年 仪器类 工学 

31 车辆工程 理科 四年 机械类 工学 

32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济学 理科 四年 经济学类 经济学 

33 经济统计学 理科 四年 经济学类 经济学 

34 财政学 理科 四年 财政学类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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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金融学 理科 四年 金融学类 经济学 

36 金融工程 理科 四年 金融学类 经济学 

37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科 四年 经济与贸易类 经济学 

38 电子商务 理科 四年 电子商务类 经济学 

38 贸易经济 理科 四年 经济与贸易类 经济学 

39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理科 四年 物理学类 理学 

40 应用化学 理科 四年 化学类 理学 

41 材料物理 理科 四年 材料类 理学 

42 材料化学 理科 四年 材料类 理学 

4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科 四年 电子信息类 理学 

44 物理学 理科 四年 物理学类 理学 

4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科 四年 能源动力类 工学 

4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理科 四年 能源动力类 工学 

47 核工程与核技术 理科 四年 核工程类 工学 

48 环境工程 理科 四年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工学 

49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

学院 

土木工程 理科 四年 土木类 工学 

5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 
理科 四年 土木类 工学 

51 环境科学 理科 四年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理学 

52 建筑学 理科 五年 建筑类 建筑学 

53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理科 四年 建筑类 工学 

5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 文科 四年 哲学类 哲学 

55 社会学 文科 四年 社会学类 法学 

56 社会工作 文科 四年 社会学类 法学 

57 汉语言文学 文科 四年 中国语言文学类 文学 

58 网络与新媒体 文科 四年 新闻传播学类 文学 

59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四年 设计学类 艺术学 

60 环境设计 艺术类 四年 设计学类 艺术学 

61 书法学 艺术类 四年 美术学类 艺术学 

62 雕塑 艺术类 四年 美术学类 艺术学 

65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理科 四年 计算机类 工学 

6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理科 四年 生物科学类 理学 

67 生物医学工程 理科 四年 生物医学工程类 工学 

68 生物工程 理科 四年 生物工程类 工学 

69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科 四年 数学类 理学 

70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科 四年 数学类 理学 

71 统计学 理科 四年 统计学类 理学 

7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科 四年 外国语言文学类 文学 

73 法语 文科 四年 外国语言文学类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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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日语 文科 四年 外国语言文学类 文学 

75 

医学部 

制药工程 理科 四年 化工与制药类 工学 

76 基础医学 理科 五年 基础医学类 医学 

77 临床医学 理科 五年 临床医学类 医学 

78 医学影像学 理科 五年 临床医学类 医学 

79 口腔医学 理科 五年 口腔医学类 医学 

80 预防医学 理科 五年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类 
医学 

81 药学 理科 四年 药学类 理学 

82 临床药学 理科 五年 药学类 理学 

83 法医学 理科 五年 法医学类 医学 

84 护理学 理科 四年 护理学类 理学 

 

5. 招生计划 

拟招生 5 人 

6. 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姓名：陈佳玉 

电话：86-29-82668230 

电邮：jiayu8303@xjtu.edu.cn 
传真：86-29-83231169 

网址：http://zs.xjtu.edu.cn/ 

单位地址、邮政编码：西安市咸宁西路 28 号西安交通大学科学馆 202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