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大学 2019 年招收澳门地区保送生简章 

1. 学校简介  

长安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是教育部直属首批“211 工程”重

点建设大学、“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国家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由教育部与交通运输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陕西

省人民政府共建，是公路交通领域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综合实力最强高校，

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长安大学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

大 行业为办学特色，是我国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大行业高层次

人才 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质量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 

长安大学“公路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学

科， 该学科面向公路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突出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

通、平 安交通发展理念，以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为主体，融合土木工程、地质

资源与地 质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相

关方向，几乎覆盖学校所有专业，进一步形成以工程学为核心，地球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 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商学、化学、数学，社会

科学等学科 协同促进的世界一流学科。 

长安大学是我国最早承担援外教育和首批招收港、澳、台学生的高校之

一，1956 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先后培养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 

越南、坦桑尼亚、也门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2000 多人，现有在

校留 学生 1000 多人。学校与美、英、俄、日、韩等 8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

地区多所 高校签订了联合培养和交换学习协议。  

2. 保送条件 

 热爱祖国，学习优秀，身心健康，能适应内地学习环境；符合澳门高等

教 育辅助办公室规定的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申请时需持有澳门居民身份证

及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保送生应上交成绩单、推荐书、个人简历

和高中毕业证书。 



注：学生可在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后将证书电子扫描件发送至我校电子邮

箱。 

3. 录取办法  

我校将采用面试的方式对符合保送资格的报名学生进行考核，并根据学

生 的考核情况和综合素质择优录取。我校招生办公室将预录取的澳门保送生

名单 报送联招办审核，审核合格后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并于 2019 年 7 月

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4. 招生专业 

学院

名称 
招生专业或大类 科类 分流专业 

体检受限

标志 

公路

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理工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无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工程班） 理工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工程班） 无 

交通工程 理工 交通工程 无 

交通工程（国际工程班） 理工 交通工程（国际工程班） 无 

汽车

学院 

车辆工程 理工 车辆工程 无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无 

交通运输类 

理工 交通运输 无 

理工 物流工程 无 

理工 汽车服务工程 无 

机械

学院 
机械类 

理工 机械工程 无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无 

理工 工业设计 无 

经管

学院 

交通运输类 
理工 交通运输 无 

理工 物流管理 无 

工商管理类 

理工 工商管理 无 

理工 市场营销 无 

理工 会计学 无 

理工 财务管理 无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理工 工程管理 无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无 

经济学类 
理工 经济统计学 无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无 

电控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 

自动化 理工 自动化 无 

信息

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无 

理工 通信工程 无 

计算机类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无 



理工 软件工程 无 

理工 物联网工程 无 

地测

学院 

测绘类 

理工 测绘工程 无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无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无 

地质工程 理工 地质工程 无 

地球物理学类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无 

理工 地球物理学 无 

安全工程 理工 安全工程 无 

资源

学院 

地质学 理工 地质学 2.2、3.3 

资源勘查工程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2.2、3.3 

矿物加工工程 理工 矿物加工工程（宝玉石学方向） 2.2、3.3 

土地资源管理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2.2 

土地整治工程 理工 土地整治工程 2.2 

建工

学院 
土木类 

理工 土木工程 3.3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3.3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3.3 

理工 工程造价 3.3 

环工

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2.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理工 环境工程 2.1、3.3 

理工 环境科学 2.1、3.3 

水利类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3.3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3.3 

理工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3.3 

建筑

学院 
建筑类 

文理

兼招 

建筑学 2.1、2.2 

城乡规划 2.1、2.2 

材料

学院 
材料类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无 

理工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无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无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无 

公共

管理

与法

学院 

法学 文史 法学 3.8 

公共管理类 

文史 行政管理 无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无 

文传

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文史 新闻学 2.2 

文史 广告学 2.2 

文史 汉语言文学 无 

理学

院 

工程力学 理工 工程力学 无 

数学类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无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无 

外语

学院 
英语 

文理

兼招 
英语 3.7 



日语 
文理

兼招 
日语 3.7 

体检受限标志代码说明： 2.1色弱；2.2色盲；2.3单色色盲； 3.3肢体残疾；3.7双耳听力 3米或单耳

聋；3.8面部疤痕、嗅觉迟钝、口吃、步态异常等。 

5. 招生计划   

5 人。   

6. 相关要求  

学费、住宿费与内地学生一致，理科专业学费人民币 4950 元/年，文科

专业学费人民币 3850 元/年，文理兼收专业学费人民币 4950 元/年；住宿

费人民币 650-1200 元/年不等。 

7. 其他  

新生入校后，将依据教育部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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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程由长安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9.   查询方式  

      1)  招生政策相关事宜请咨询长安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中段长安大学校本部北院教学主楼一楼     

        邮政编码：710064   

        电话：86-29-82334104 82334813 82334814（魏老师    王老师）   

        传真：86-29-82334099   

        招生网址：http://zsb.chd.edu.cn           

        电子邮箱：zsb@chd.edu.cn   

     2)  出入境相关事宜请咨询长安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电话：86-29-82334164          （王老师    谢老师）   

                                                长安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