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工业大学 2020 年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最早的学科始建于 1912 年，1958

年开始独立办学，原名河北纺织工学院，1968 年更名为天津纺织工学

院，2000年更名为天津工业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 年获批国防科工局与天津市共建高校，深度融

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我国最早开展纺织高等教育的学府之一，现

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艺协调发展的

多科性工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总占地面积约 1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6万平方

米，拥有体育馆、体育场、游泳馆、健身房和足球、篮球、排球、网

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学校下设 20个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8000余名，其中本科生 24000余名，研究生 3500 余名，在校留学生

1700余人次。 

天津工业大学秉承“教研相长、学能并进”的办学理念，光大“严

谨、严格、求实、求是”的学校品格，弘扬“爱校尚德、励学笃行、

求实创新”的学校精神，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实

施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依法治校发展战略，为建设具有

世界一流学科的高水平工业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保送条件 

1.持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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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录取原则：天津工业大学贯彻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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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专业门类 学制（年） 学科限制 

1 金融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4 理科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经济与贸易类 4 理科 

3 法学 法学 法学类 4 文理兼收 

4 英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4 文理兼收 

5 日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4 文科 

6 广播电视学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4 文理兼收 

7 广告学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4 文理兼收 

8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数学类 4 理科 

9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数学类 4 理科 

10 应用物理学 理学 物理学类 4 理科 

11 应用化学 工学 化学类 4 理科 

12 应用统计学 理学 统计学类 4 理科 



13 机械工程 工学 机械类 4 理科 

14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机械类 4 理科 

15 工业设计 工学 机械类 4 理科 

16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材料类 4 理科 

17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材料类 4 理科 

18 复合材料与工程 工学 材料类 4 理科 

1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材料类 4 理科 

2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电气类 4 理科 

2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电子信息类 4 理科 

22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学 电子信息类 4 理科 

23 通信工程 工学 电子信息类 4 理科 

2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学 电子信息类 4 理科 

25 自动化 工学 自动化类 4 理科 

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计算机类 4 理科 

27 软件工程 工学 计算机类 4 理科 

28 网络工程 工学 计算机类 4 理科 

29 物联网工程 工学 计算机类 4 理科 

3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计算机类 4 理科 

3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4 理科 

32 制药工程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4 理科 

33 纺织工程 工学 纺织类 4 理科 

34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学 纺织类 4 理科 

35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工学 纺织类 4 理科 

36 轻化工程 工学 轻工类 4 理科 

37 环境工程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4 理科 

38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4 理科 

3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4 理科 

40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4 文理兼收 

41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4 文理兼收 

42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4 文理兼收 

43 土地资源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4 文理兼收 

44 工业工程 管理学 工业工程类 4 理科 

注：因 2020年专业目录尚在修订中，录取专业名称以实际发放录取通知书为准。 



五、招生计划 

2020年在澳门地区招收品学兼优的保送生 5名。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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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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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过考核的学生，我校将按要求办理有关录取

手续。 

七、费用及奖学金 

我校学年制学费标准：文科类（不含外国语言文学类）4400 元 /

生·年，理工外语类 5400 元/生·年；软件工程专业按照天津市发改

委批准的示范性软件学院收费标准执行。  

2019 年我校开始实行学分制，实施学分制收费。遵照《天津市普

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改革试行方案》（津教委[2017]2 号），学生

按学校培养计划正常完成学业（不含辅修、重修学分学费）所缴纳的

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之和不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  

住宿费 1200 元/生·年。 

入校后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天津工业大学本科生奖学金及港澳

学生奖学金。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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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天津工业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姓名：张老师 

电话：86-22-83955665 

传真：86-22-83955601 

网址：http://io.tjpu.edu.cn/gatzs/list.htm 

邮箱：andyzhang@tjpu.edu.cn 

单位地址、邮政编码：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号天津工业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邮编

300387 

天津工业大学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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