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特殊类型计划专业目录
（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计划、自主招生、综合评价）

院校代
号

院校名称 科类
专业
编号

专业名称
(含招考方向、外语语种、口试、专

业类别）

包含专业 学费 计划类别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1 文科试验班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类、哲学类、社会学类、
国际政治、法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类、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学、整合
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外国语言文学类 53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2 人文科学试验班 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3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4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5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6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7 考古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8 文科试验班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类、哲学类、社会学类、
国际政治、法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类、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学、整合
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外国语言文学类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A9 人文科学试验班 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1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2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保险学、财政学、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3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4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5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6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7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8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B9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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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1 考古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3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4 公共管理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5 文科试验班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类、哲学类、社会学类、
国际政治、法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类、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学、整合
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外国语言文学类 53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6 人文科学试验班 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7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8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保险学、财政学、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C9 法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1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2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4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5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6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7 考古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D9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文史 E1 公共管理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管理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2 人文科学试验班 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3 工科试验班类

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
统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器人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4 理科试验班类

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城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心理学类
、生物科学类、历史学类、考古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
际政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类、公共管理类、新
闻传播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艺术史论、戏剧与影 53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5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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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6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7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8 考古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E9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概率统计)、数学
与应用数学(科学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1 物理学类 物理学、大气科学、核物理(核科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2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3
天文学(天体物理、天文高新技术和
应用)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4 地球物理学类
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
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5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球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6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3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7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53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8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软件工程 53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F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1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理与资源
环境)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2 城乡规划 5000 自主招生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3 人文科学试验班 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4 工科试验班类

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
统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器人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5 理科试验班类

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城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心理学类
、生物科学类、历史学类、考古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
际政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类、公共管理类、新
闻传播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艺术史论、戏剧与影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6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7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保险学、财政学、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8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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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G9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1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2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3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4 考古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5 文物保护技术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概率统计)、数学
与应用数学(科学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7 物理学类 物理学、大气科学、核物理(核科学与技术)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8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H9
天文学(天体物理、天文高新技术和
应用)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1 地球物理学类
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
学与技术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2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球化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3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4 心理学类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5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软件工程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7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8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理与资源
环境)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J9 城乡规划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2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3 公共管理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4 人文科学试验班 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5 工科试验班类

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
统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器人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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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6 理科试验班类

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化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城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心理学类
、生物科学类、历史学类、考古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
际政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类、公共管理类、新
闻传播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艺术史论、戏剧与影 53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7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8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保险学、财政学、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K9 法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1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国际政经)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2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3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4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5 考古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6 文物保护技术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7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概率统计)、数学
与应用数学(科学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8 物理学类 物理学、大气科学、核物理(核科学与技术)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L9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1
天文学(天体物理、天文高新技术和
应用)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2 地球物理学类
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
学与技术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3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球化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4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3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5 心理学类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53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软件工程 53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管理)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M9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理与资源
环境)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N1 城乡规划 5000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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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N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N3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 5000 综合评价
1001 北京大学 理工 N4 公共管理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管理 5000 综合评价

1002 中国人民大学 文史 A1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古学、世界史、哲学、宗
教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5000 自主招生

1002 中国人民大学 理工 A2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古学、世界史、哲学、宗
教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5000 自主招生

1002 中国人民大学 理工 A3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自主招生

1002 中国人民大学 理工 A4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与心理学) 物理学、材料物理、应用心理学、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2 中国人民大学 理工 A5 理科试验班(环境理工、环境经管)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
(环境与资源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1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会)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英语、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
实验班)、日语、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
际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实验班)、新
闻学(融媒体新闻实验班)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2 法学(含国际班)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3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会)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英语、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
实验班)、日语、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
际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实验班)、新
闻学(融媒体新闻实验班)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4 文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各专业)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5 文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与管理)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6 法学(含国际班)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文史 A7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A8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业工程) 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A9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
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1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与动力)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
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航空航天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2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与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
际班)、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航
天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3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科学、药学、化
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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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4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数理基础科学、工程物理、工程
物理(能源实验班)、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航天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5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与管理)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6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物理学(等各专业)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7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会)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英语、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
实验班)、日语、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
际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实验班)、新
闻学(融媒体新闻实验班)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8 法学(含国际班)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B9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软件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2 土木类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3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4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班) 临床医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5 临床医学类(协和) 临床医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6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
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7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与动力)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
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航空航天类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8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与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
际班)、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航
天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C9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业工程) 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1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数理基础科学、工程物理、工程
物理(能源实验班)、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航天类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2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科学、药学、化
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3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物理学(等各专业)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4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与管理)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5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软件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7 土木类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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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8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D9 临床医学类(协和) 临床医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1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班) 临床医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2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与动力)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
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航空航天类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3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
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4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业工程) 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5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与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
际班)、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航
天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6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科学、药学、化
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7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数理基础科学、工程物理、工程
物理(能源实验班)、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航天类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8 法学(含国际班)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E9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软件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2 土木类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3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4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
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5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与动力)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
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航空航天类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6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业工程) 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7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与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
际班)、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航
天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8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数理基础科学、工程物理、工程
物理(能源实验班)、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航天类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F9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物理学(等各专业)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1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与管理)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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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2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化学、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科学、药学、化
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3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会)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英语、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
实验班)、日语、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
际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实验班)、新
闻学(融媒体新闻实验班)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4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5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软件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6 土木类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7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8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班) 临床医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3 清华大学 理工 G9 临床医学类(协和) 临床医学 5000 综合评价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A1 经济管理试验班

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会计学、财务管理、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A3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A4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A5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B6 经济管理试验班

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会计学、财务管理、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B7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B8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文史 B9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1 经济管理试验班

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会计学、财务管理、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2 理科试验班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3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4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5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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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6 机械类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业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7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
化)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C9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通信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物
联网工程、信息安全、保密技术、人工智能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2 软件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3 土木类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4 交通运输类

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交通运输(铁道运输)、交
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程)、交通运
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交通运输(民航运输)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5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5500 自主招生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6 经济管理试验班

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会计学、财务管理、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7 理科试验班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8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D9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1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2 机械类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业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3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
化)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5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通信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物
联网工程、信息安全、保密技术、人工智能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7 软件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8 土木类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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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E9 交通运输类

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交通运输(铁道运输)、交
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程)、交通运
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交通运输(民航运输)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4 北京交通大学 理工 F1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2 机械类 机械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3 材料类(实验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4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5 电子科学与技术(实验班)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6 通信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5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 A8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史 A2 社会科学试验班 经济学、行政管理、英语、翻译、德语、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3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信息对抗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
与集成系统、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交
通运输、软件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器人
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4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H航天类)

机器人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
材料与技术、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器设
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工
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微机电系统工
程、工业设计、生物医学工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 5500 自主招生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5 工科试验班类(医工交叉试验班) 生物医学工程类 5500 自主招生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6 理科试验班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金融学、经济
统计学、能源经济、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商管理、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
用化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信息安全、物理学 5500 自主招生

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7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H航天类)

机器人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
材料与技术、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器设
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工
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微机电系统工
程、工业设计、生物医学工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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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8 理科试验班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金融学、经济
统计学、能源经济、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商管理、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
用化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信息安全、物理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1 经济管理试验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 5000 自主招生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2 工科试验班(宇航与机电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武器
发射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工程力学、武器系统与工
程、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安全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3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与车辆实验班)
车辆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械工程、工
业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4 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技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500 自主招生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5 理科试验班(理学与材料菁英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封装技术、化学、应
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5500 自主招生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6 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 5500 自主招生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7 经济管理试验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8 工科试验班(宇航与机电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武器
发射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工程力学、武器系统与工
程、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安全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9 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技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1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与车辆实验班)
车辆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械工程、工
业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2 理科试验班(理学与材料菁英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封装技术、化学、应
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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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3 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8 北京科技大学 文史 A1 人文科学试验班 法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社会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08 北京科技大学 文史 A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08 北京科技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08 北京科技大学 理工 A4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器人工程、车辆工程、物流工程、工业设计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08 北京科技大学 理工 A5 矿业类 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文史 A1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文史 A2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文史 A3 英语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文史 A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文史 A5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A6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能源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能源化学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A7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A8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A9 英语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1 数学类 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2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3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机器
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机器人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4 材料类(先进材料及绿色制造)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材料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5 电子科学与技术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6 自动化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8 制药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B9 环境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1
生物工程类(绿色生物制造与生物安
全)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2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3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4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5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能源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能源化学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6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7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8 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C9 数学类 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1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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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2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机器
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机器人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3 材料类(先进材料及绿色制造)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材料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4 电子科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5 自动化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7 制药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8 环境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D9
生物工程类(绿色生物制造与生物安
全)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E1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E2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10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 E3 自动化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1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数字媒体技术、工业设计(智能与信息交互设计)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2 理科试验班(数学与信息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4 通信工程(大类招生)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5 自动化类 机械工程(机器人试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AI)、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7 会计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8 电子商务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9 通信工程(大类招生) 5500 自主招生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1 自动化类 机械工程(机器人试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5500 自主招生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AI)、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500 自主招生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3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数字媒体技术、工业设计(智能与信息交互设计)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4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通信基础科学) 应用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5 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7 通信工程(大类招生)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8 自动化类 机械工程(机器人试验班)、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B9 邮政工程(互联网与智慧物流)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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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C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AI)、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C2 信息安全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C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C4 邮政管理(互联网与智慧物流)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C5 会计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3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 C6 电子商务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2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科学)

生物科学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农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园艺、植物保护、动物科学、动物医学、草业科学、化学
类、种子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3 理科试验班(信息科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4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农林经济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5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6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7 地理科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土地资源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8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A9 工程力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2 机械电子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3 工业设计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4 车辆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8 土木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B9 水利类 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1 农业工程类 农业工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2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3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应用气象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4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葡萄与葡萄
酒工程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5 农学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6 园艺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7 植物保护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8 种子科学与工程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第15页，共112页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C9 动物科学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D1 动物医学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D2 园林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D3 草业科学 3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D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电子商务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18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D5 植物保护 3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0 北京林业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0 北京林业大学 文史 A2 应用心理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0 北京林业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0 北京林业大学 文史 A4 旅游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0 北京林业大学 理工 B5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文史 A1 中医学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文史 A2 中医学(实验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文史 A3 针灸推拿学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A4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A5 中医学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A6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A7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A8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A9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1 中医学(卓越中医儿科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2 中医学(实验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3 中医学(卓越中医骨伤班)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4 针灸推拿学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5 中药学 5800 自主招生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6 法学(医药卫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7 中医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8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B9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1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2 中医学(卓越中医儿科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3 中医学(卓越中医骨伤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4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5 针灸推拿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6 药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7 药事管理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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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8 中药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C9 中药制药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D1 康复治疗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D2 护理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 D3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健康事业管理)、工商管理(大健康产业管
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药大数据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1 法学(卓越实验班)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2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3 体育教育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4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5 学前教育(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6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7 英语(需口试)(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8 历史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文史 A9 地理科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1 法学(卓越实验班)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2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3 体育教育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4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4800 自主招生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5 学前教育(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6 英语(需口试)(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7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8 物理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B9 化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C1 地理科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C2 生物科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4 北京师范大学 理工 C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1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2
英语(英西复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3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4 德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5 法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6 西班牙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7 阿拉伯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8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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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A9
日语(日英复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B1
朝鲜语(韩国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B2 葡萄牙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B3 意大利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B4 翻译(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文史 B5 翻译(汉英法)(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B6
英语(英西复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B7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B8 德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B9 法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1 西班牙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2 翻译(本地化)(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3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4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5 阿拉伯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6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7
日语(日英复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8
朝鲜语(韩国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C9 葡萄牙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D1 意大利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D2 翻译(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29 北京语言大学 理工 D3 翻译(汉英法)(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1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2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3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播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4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5 网络与新媒体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6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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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7 汉语言文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文史 A8 汉语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A9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1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2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播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3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4 网络与新媒体 50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5 广播电视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6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 B7 汉语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1 中央财经大学 文史 A1 体育经济与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31 中央财经大学 文史 A5
外国语言文学类(财经英语与财经翻
译)(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财经英语)、翻译(财经翻译)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1 中央财经大学 理工 A7 体育经济与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31 中央财经大学 理工 B4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1 法学类 法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2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4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5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6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7 物流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8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9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1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6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2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 6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3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 6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4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5 物流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6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7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8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B9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C1 劳动与社会保障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C2 物流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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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3 法学类 法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4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5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6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7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8 物流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C9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1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6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2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 6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3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 6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4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5 物流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6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自主招生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7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8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D9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E1 劳动与社会保障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E2 物流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理工 E3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3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史 A1 贸易经济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39 中央民族大学 理工 A1 法学类 法学、法学(法学与英语)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文史 A2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文史 A3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 5000 自主招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文史 A4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文史 A5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 5000 自主招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文史 A6 法学(高校专项计划)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理工 A7 法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理工 A8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理工 A9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理工 B1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 5000 自主招生

1040 中国政法大学 理工 B2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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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中国政法大学 理工 B3 法学(高校专项计划)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1 法学类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2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翻译 60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3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50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4 法学类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5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翻译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6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文史 A7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广告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A8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A9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1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2 能源动力类(能动) 能源与动力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3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4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5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智
能科学与技术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7 核工程类 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5500 自主招生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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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B9 经济学类 金融学、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1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2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3 机械类 机械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4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5 能源动力类(能动) 能源与动力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6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7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8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C9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智
能科学与技术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2 土木类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3 水利类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4 核工程类 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应用化学、环境科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6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理工 D7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1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器人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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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2 土木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3 化学工程与工艺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4 地质类
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5 采矿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6 矿物加工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7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安全工程、消防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8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 A8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1 经济学类 能源经济、金融学 50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2 应用化学 52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3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4 材料科学与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5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6 勘查技术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7 资源勘查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8 石油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A9 油气储运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1 海洋油气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2 安全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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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3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 5000 自主招生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4 勘查技术与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5 资源勘查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6 石油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7 油气储运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工 B8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1 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2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3 地理信息科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4 海洋科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5 海洋资源与环境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6 地球物理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7 地质学(地质地球物理复合)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8 地质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A9 地质学(旅游地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1 地球化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3 测控技术与仪器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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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4 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5 材料物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6 材料化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7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B9 电子信息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2 软件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3 土木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4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5 测绘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6 地质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7 勘查技术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8 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C9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1 资源勘查工程(新能源地质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2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3 石油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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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4 土地整治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5 环境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6 安全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8 工商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D9 会计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工 E1 土地资源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051 北京联合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051 北京联合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1 基础医学(八年制) 6000 综合评价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2 临床医学 6000 综合评价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3 临床医学(八年制) 6000 综合评价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4 口腔医学 6000 综合评价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5 口腔医学(八年制) 6000 综合评价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6 预防医学(七年制) 6000 综合评价
1069 北京大学医学部 理工 A7 药学(六年制) 6000 综合评价

1071
北京邮电大学(宏福
校区) 理工 A1 物联网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700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1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2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3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4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5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6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7 哲学类 哲学、逻辑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8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精算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A9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52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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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1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2 临床医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3 口腔医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4 药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5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6 哲学类 哲学、逻辑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7 法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8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B9 汉语国际教育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C1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C2
公共管理类(含社会学、政治学、公
共管理及心理学)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
、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文史 C3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C4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C5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C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C7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C8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C9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1 哲学类 哲学、逻辑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2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精算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3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4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5 临床医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6 口腔医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7 药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8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D9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1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2 法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3 材料类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4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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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5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7 临床医学 6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8 口腔医学 6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E9 药学类 药学、药物化学 6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F1
公共管理类(含社会学、政治学、公
共管理及心理学)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
、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F2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2 南开大学 理工 F3 软件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3 天津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073 天津大学 文史 A2 法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文史 A3 教育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文史 A4 汉语言文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文史 A5 英语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A6 数学与应用数学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A7 应用化学(工)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A8 应用化学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A9 工程力学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3 工业设计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4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5 材料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6 功能材料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7 能源与动力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8 土木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B9 水利水电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1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2 化学工程与工艺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3 制药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4 船舶与海洋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5 环境科学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6 食品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7 生物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8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C9 金融学 52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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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1 法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2 教育学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3 英语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4 海洋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5 生物科学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6 测控技术与仪器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8 电子信息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D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1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2 自动化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4 软件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5 物联网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6 生物医学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7 药学 6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E9 工程管理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F1 保密管理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F2 物流工程(供应链与运营管理)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F3 工业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F4 应用化学(工)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F5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3 天津大学 理工 F6 法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074 天津科技大学 文史 A1 公共事业管理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1074 天津科技大学 理工 A2 公共事业管理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1075 天津工业大学 文史 A1 国际经济与贸易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75 天津工业大学 理工 A2 国际经济与贸易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76 中国民航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经济与金融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076 中国民航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经济与金融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077 天津理工大学 体育(文) A1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77 天津理工大学 体育(理) A2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1 天津师范大学 文史 A1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师范方向)(师
范类)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1 天津师范大学 理工 A2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师范方向)(师
范类)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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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天津外国语大学 文史 A1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英语、翻译、商务英语 5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3 天津外国语大学 理工 A2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英语、商务英语、翻译 5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5 天津财经大学 文史 A1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学(国际金融)、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
信用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5 天津财经大学 文史 A2 财务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5 天津财经大学 理工 A3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学(国际金融)、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
信用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5 天津财经大学 理工 A4 财务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088 天津城建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7 河北工程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7 河北工程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类(财会方向)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 506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文史 A2 工商管理类(企业管理方向)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理工 A3 金融学 506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理工 A4 地质类(勘查技术方向) 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工程(工程地质方向)、地球物理学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理工 A5 地质类(水资源方向)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539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理工 A6 工商管理类(财会方向)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 5060 高水平运动队
1118 河北地质大学 理工 A7 工商管理类(企业管理方向)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1 法学类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2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翻译 60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3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工商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4 法学类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5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翻译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6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工商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文史 A7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作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A8 经济学类 经济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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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A9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1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2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机械工程(输电线路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3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4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5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6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8 土木类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B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造价、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2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3 工业工程类 工业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4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5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机械工程(输电线路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6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7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8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5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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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C9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3 经济学类 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4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5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6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机械工程(输电线路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7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8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D9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1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3 土木类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5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造价、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6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工商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11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理工 E7 工业工程类 工业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139 燕山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060 高水平运动队
1139 燕山大学 文史 A2 行政管理 506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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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1 金融学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2 国际经济与贸易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3 法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4 汉语言文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5 工商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6 会计学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7 人力资源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史 A8 公共事业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理工 A9 金融学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理工 B1 土木工程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理工 B2 环境工程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理工 B3 会计学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8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史 A1 法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8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史 A2 社会工作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8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8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史 A4 财务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08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史 A5 公共事业管理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211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史 A1 教育学类(师范类) 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11 内蒙古师范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1 法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2 汉语言文学 3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3 新闻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4 工商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5 市场营销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6 会计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文史 A7 人力资源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A8 法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A9 汉语言文学 3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B1 新闻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B2 工商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B3 市场营销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B4 会计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辽宁大学 体育(文) B5 人力资源管理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2 大连理工大学 理工 A1 电子信息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英语强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
能(实验班) 52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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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大连理工大学 理工 A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252 大连理工大学 理工 A3 电子信息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英语强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
能(实验班)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文史 A1 金融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文史 A2 法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文史 A3 广告学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理工 A4 金融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理工 A5 国际经济与贸易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理工 A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3 沈阳工业大学 理工 A7 工商管理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56 东北大学 文史 A1 人文科学试验班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46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文史 A2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俄语,
日语,德语) 英语、俄语、日语、德语 52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文史 A3 公共管理类 法学、新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46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A4 工科试验班
土木工程、测绘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采矿工程、矿
物加工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46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A5 工科试验班
冶金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46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A6 理科试验班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学
、工程力学、应用统计学 46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A7 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300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A8 自动化类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
与仪器 52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A9 计算机类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 160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B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B2 工科试验班
土木工程、测绘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采矿工程、矿
物加工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56 东北大学 理工 B3 工科试验班
冶金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1 海洋科学 4600 自主招生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2 海洋资源与环境 4600 自主招生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200 自主招生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4 电子信息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5 通信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6 自动化 4600 自主招生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7 环境工程 46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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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8 数学与应用数学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A9 应用物理学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1 统计学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3 测控技术与仪器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4 材料科学与工程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5 能源与动力工程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7 网络工程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8 物联网工程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B9 土木工程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C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C2 行政管理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C3 物流管理 47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C4 物流工程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2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C5 电子商务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1 信息与计算科学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4 土木工程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5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6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7 建筑学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8 城乡规划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A9 工程管理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B1 工程造价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1264 沈阳建筑大学 理工 B2 会计学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文史 A1 法学 495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文史 A2 政治学与行政学 418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文史 A3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 418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文史 A4 汉语言文学 418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文史 A5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 655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文史 A6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 4180 高校专项计划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A7 经济学类 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A8 法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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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A9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840 高水平艺术团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1 法学 4950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3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4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金融数学、统计学 4580 自主招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5 物理学类 物理学、核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物理学 4350 自主招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6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
与工艺 4180 自主招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7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4390 自主招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8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自主招生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B9 动物科学(农林类) 4330 高校专项计划
1333 吉林大学 理工 C1 药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342 东北师范大学 文史 A1 思想政治教育(公费师范)(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342 东北师范大学 理工 A2 物理学(公费师范)(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377 黑龙江大学 理工 A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1
工科试验班(智慧人居环境与智能交
通)

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管理、建筑学、城乡规
划、风景园林、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2 工科试验班(航天与自动化)

工程力学、复合材料与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
境与生命保障工程、空间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 5500 自主招生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3 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与电子通信)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信息对抗技
术、遥感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生物
信息学、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 5500 自主招生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4 工科试验班(智能装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
、工业工程、工业设计、机器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
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系统)、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焊接技术与工程、电子封装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
器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精 55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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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5 工科试验班(资源环境与新材料化工)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能源化学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应
用化学、化学、材料化学 5500 自主招生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6 工科试验班(生命科学挑战班)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7 工科试验班(数学物理与光电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核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8
工科试验班(智慧人居环境与智能交
通)

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管理、建筑学、城乡规
划、风景园林、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A9 工科试验班(资源环境与新材料化工)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能源化学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应
用化学、化学、材料化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B1 工科试验班(生命科学挑战班)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3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 B2 工科试验班(数学物理与光电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核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38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务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1380 哈尔滨工程大学 理工 A2 工业设计 待定 自主招生
1380 哈尔滨工程大学 理工 A3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待定 自主招生

1380 哈尔滨工程大学 理工 A4 航空航天类 工程力学、土木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386 东北林业大学 理工 A1 机械类(机电)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390 哈尔滨师范大学 体育(文) A1 体育教育(师范类)(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1 社会科学试验班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社会学、社会工作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2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双学位项
目) 哲学、宗教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4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5 历史学类 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6 社会科学试验班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社会学、社会工作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7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双学位项
目) 哲学、宗教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8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A9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B1 历史学类 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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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B2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双学位项
目) 哲学、宗教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B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B4 历史学类 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文史 B5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B6 经济管理试验班

会计学、市场营销、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旅游
管理、管理科学、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
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B7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卓越班)、智能科学与技术(卓越
班，智能系统方向)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B8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学、材料物理、材
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心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B9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双学
位项目)

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
拔尖项目)、经济学(国际项目UIPE)、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
经济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1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2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旅游管理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3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范性微电
子学院)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5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6 航空航天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7 核工程与核技术 5000 高水平艺术团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8 经济管理试验班

会计学、市场营销、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旅游
管理、管理科学、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
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C9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卓越班)、智能科学与技术(卓越
班，智能系统方向)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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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1 理科试验班(含自科、技科试验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
料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大气科学、化学、应
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2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学、材料物理、材
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心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3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双学
位项目)

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
拔尖项目)、经济学(国际项目UIPE)、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
经济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4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5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旅游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6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7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范性微电
子学院)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8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D9 航空航天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1 核工程与核技术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2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卓越班)、智能科学与技术(卓越
班，智能系统方向) 55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3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学、材料物理、材
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心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4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5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范性微电
子学院)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6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 55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7 航空航天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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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8 核工程与核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E9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卓越班)、智能科学与技术(卓越
班，智能系统方向)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446 复旦大学 理工 F1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大气科学、材料物理、材
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心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47 同济大学 文史 A1 市场营销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7 同济大学 文史 A2 哲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文史 A3 汉语言文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A4 市场营销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A5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A6 应用物理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A7 应用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A8 地质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A9 生物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1 生物信息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2 工程力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4 机械电子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1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5 车辆工程(汽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6 汽车服务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1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7 智能制造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8 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B9 能源与动力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2 电子信息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3 电子科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4 通信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5 自动化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7 信息安全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8 土木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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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C9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1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中外合作办学) 1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2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3 测绘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4 地质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5 交通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6 飞行器制造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7 环境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8 建筑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D9 临床医学(拔尖卓越培养) 5000 自主招生

1447 同济大学 理工 E1 工科试验班(土木与环境类)

土木工程、智能建造、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环
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1 经济管理试验班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2 经济管理试验班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3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4 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流)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5 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6 德语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7 日语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8 传播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A9 文化产业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B1 行政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文史 B2 广播电视编导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3 经济管理试验班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4 经济管理试验班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5 工科试验班类

海洋工程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海洋学院)、交大密西
根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中外合作办
学)(机械工程、信息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6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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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7 自然科学试验班
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生物
工程、生物科学(海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药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8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B9 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1 德语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2 日语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3 传播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4 化学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含高分子方向)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5 生物科学类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6 生物科学(海洋学院)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7 工程力学(海洋学院)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8 机械类 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C9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 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1 工业设计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2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密西根学
院)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7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3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巴黎高科
卓越工程师学院) 机械工程、信息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4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4 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5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密西根学
院)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7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6 电子信息类

自动化、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7 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65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8 人工智能 65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D9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巴黎
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机械工程、信息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4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1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交大密西
根学院)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7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2 土木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工程、工程力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3 海洋工程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工程、工程力学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4 航空航天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5 核工程与核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6 环境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7 生物医学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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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8 建筑学(五年制) 65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E9 风景园林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F1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农业资源与环境、动物科学、植物科学与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F2 药学类 药学、临床药学(五年制)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F3 行政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F4 广播电视编导 5000 自主招生

1448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 F5 电子信息类

自动化、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校专项计划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文史 A1 国际经济与贸易(运动员)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2 国际经济与贸易(运动员)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3 经济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4 金融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5 国际经济与贸易(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6 法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7 社会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8 社会工作(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A9
英语(特殊类型招生)(外语语种英语
)(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1
德语(特殊类型招生)(外语语种英语,
德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2
日语(特殊类型招生)(外语语种英语,
日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3 数学与应用数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4 信息与计算科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5 应用物理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6 化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7 应用化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8 生物科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B9 生物技术(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特殊类型
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3 工业设计(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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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4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5 测控技术与仪器(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6 材料化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7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C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中外合作办学)(特
殊类型招生奥地利莱奥本大学) 1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1 复合材料与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3 能源与动力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6 信息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7 自动化(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特殊类型招生) 55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D9 软件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1 化学工程与工艺(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2 制药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3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4 油气储运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5 轻化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6 环境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7 食品科学与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8 食品质量与安全(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E9 风景园林(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1 安全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2 生物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3
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特殊类型招
生德国勃兰登堡工业大学) 1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4 药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5 药物制剂(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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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7 工程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8 工商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F9 市场营销(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1 会计学(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2 财务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3 人力资源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4 公共事业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5 行政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6 劳动与社会保障(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7 物流管理(特殊类型招生) 5000 自主招生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8 生物技术(特殊类型招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49 华东理工大学 理工 G9 环境工程(特殊类型招生)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1 经济管理试验班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2 社会科学试验班 法学、行政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3 理科试验班

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
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4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5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6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7 数学类(金融与统计)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8 物理学类(光电与能源新技术) 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A9 化学类 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1 机械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2 材料类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3 电子信息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4 计算机类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5 纺织类 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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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7 经济管理试验班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工商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8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B9 服装设计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C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5000 自主招生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C2 化学类 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52 东华大学 理工 C3 电子信息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文史 A2 学前教育(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3 哲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4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5 政治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关系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6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7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8 汉语言文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A9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1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2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3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4 历史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5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6 物理学类 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7 化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8 地理科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B9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1 地理信息科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2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3 生态学(类)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4 统计学类 统计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55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5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7 教育学类(师范类)
学前教育、艺术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
复学、公共事业管理、教育技术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8 心理学类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C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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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D1 软件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D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自主招生
1458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 D3 地理科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2 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3 国际政治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4 教育技术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5 汉语国际教育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6 英语(教育)(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7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8 阿拉伯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A9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1 波斯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2 朝鲜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3
印度尼西亚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4 泰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5 塞尔维亚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6 土耳其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7 希腊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8 匈牙利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B9 工商管理类(卓越管理人才计划) 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1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2 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3 国际政治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4 教育技术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5 汉语国际教育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6 英语(教育)(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7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8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C9 朝鲜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D1 泰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D2 塞尔维亚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D3 希腊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D4 匈牙利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史 D5 工商管理类(卓越管理人才计划) 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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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D6 法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D7 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D8 国际政治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D9 教育技术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1 汉语国际教育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2 英语(教育)(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3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4 阿拉伯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5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6 波斯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7 朝鲜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8
印度尼西亚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
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E9 泰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1 塞尔维亚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2 土耳其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3 希腊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4 匈牙利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5 工商管理类(卓越管理人才计划) 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6 法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7 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8 国际政治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F9 教育技术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1 汉语国际教育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2 英语(教育)(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3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4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5 朝鲜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6 泰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7 塞尔维亚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8 希腊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G9 匈牙利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工 H1 工商管理类(卓越管理人才计划) 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文史 A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文史 A2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3 经济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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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4 金融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5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6 统计学类 统计学(实验班)、经济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7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A9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战略与创新创业)、国际商务、人力资
源管理、工商管理(商务分析)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B1 会计学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B2 财务管理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B3 电子商务 5000 自主招生
1461 上海财经大学 理工 B4 保险学(保险精算)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65 华东政法大学 文史 A1 法学类

法学(民商法律)、法学(刑事法律)、法学(经济法)、法学(国
际经济法)、法学(国际金融法)、法学(刑事司法)、法学(网络
与信息法)、法学(英国利兹大学双学位项目班)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67 上海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67 上海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467 上海大学 理工 A3 电气类(代表理学工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金属材料工程、智能制造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建筑学等40个专业，详见学校招
生章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488 复旦大学医学院 理工 A1 基础医学(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1 生物医学科学 50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2 临床医学(八年制)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3 临床医学(五年制英语班) 19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4 临床医学(五年制)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5 临床医学(八年制口腔方向)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6 临床医学(八年制法语班) 100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7 儿科学(五加三)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8 口腔医学(五年制) 65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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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A9 预防医学(五年制)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B1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B2 护理学 6500 自主招生

148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理工 B3 临床医学(五年制) 6500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文史 A1 社会科学试验班

法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国际政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大数据管理应用方向)、图书馆学(公共数字文化方向)、
档案学(经济与科技档案方向)、编辑出版学(数字化出版与新
媒体方向)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文史 A2 人文科学试验班(人文艺术传播类)
哲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广告学、历史学、考古学、考古学(文物鉴定方向)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文史 A3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A4 理科试验班类(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环境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化学、应用化学
、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
境生物方向)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A5
理科试验班类(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类)

环境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质工
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环境规划
与管理方向)、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境生物方向)、地质学
(古生物方向)、地理科学、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A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A7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声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A8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A9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1 人工智能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待定 自主招生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3 工科试验班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自动化、工业工程类、建筑学、城乡
规划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4 理科试验班类(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环境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化学、应用化学
、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
境生物方向)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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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5
理科试验班类(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类)

环境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质工
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环境规划
与管理方向)、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境生物方向)、地质学
(古生物方向)、地理科学、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
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7 临床医学(择优推荐直博)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0 南京大学 理工 B8 口腔医学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2 财政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3 金融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4 国际经济与贸易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5 法学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6 教育学(师范)(师范类)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7 体育教育(师范类)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8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基地)、汉语国际教育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A9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1 英语(师范)(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2 西班牙语(外语语种英语)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3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4 工商管理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5 会计学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6 财务管理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7 人力资源管理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8 行政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B9 城市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C1 物流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C2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572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C3 教育学(师范)(师范类) 52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C4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基地)、汉语国际教育 52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C5 英语(师范)(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52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文史 C6 旅游管理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C7 经济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C8 财政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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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C9 金融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1 金融数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2 国际经济与贸易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3 法学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4 教育学(师范)(师范类)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5 体育教育(师范类)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6 运动康复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7 英语(师范)(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8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D9 西班牙语(外语语种英语)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1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2 应用心理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3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4 软件工程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5 法医学 748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6 医学检验技术 748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7 工商管理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8 会计学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E9 财务管理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1 人力资源管理 572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2 城市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3 物流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4 教育学(师范)(师范类) 52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5 英语(师范)(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52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信息与计
算科学 55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7 物理学(师范)(师范类) 55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8 化学类 化学(师范)、化学、应用化学 605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F9 纳米材料与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G1 软件工程 638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G2 纺织类 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638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G3 临床医学 748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G4 放射医学 7480 自主招生
1491 苏州大学 理工 G5 建筑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492 东南大学 文史 A1 文科试验班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哲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金融工程、法学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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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2 机械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3 测控技术与仪器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4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5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核工程与核技
术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6 电子科学与技术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7 信息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8 自动化类 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A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1 软件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2 网络空间安全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3 土木类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4 交通运输类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测绘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5 生物医学工程类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6 工科试验班(机械能源材料类)
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核
工程与核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2 东南大学 理工 B7 理科试验班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物理学、化学、工程力学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2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2 法学 52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3 信息与计算科学 605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4 应用物理学 55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5 应用化学 55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6 工程力学 58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7 机械工程 638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8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A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38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B1 软件工程 638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B2 航空航天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动
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航空维修工程
与技术) 638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B3 生物医学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49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 B4 机械工程 6380 高校专项计划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文史 A2 社会工作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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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 南京理工大学 文史 A3 英语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文史 A4 日语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文史 A5 广播电视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文史 A6 公共事业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7 英语 52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8 数学与应用数学 55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A9 应用物理学 55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1 机械类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638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2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纳米材料与技术 638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3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4 自动化类 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638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5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
技术 638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6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材料化学、安全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应用化学 58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7 兵器类 武器系统与工程、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8 武器发射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B9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C1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6380 自主招生

1494 南京理工大学 理工 C2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文史 A1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2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3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55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4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器人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工业设计 58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5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8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 58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8 土木类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A9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生物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B1 地质类 地质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球物理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B2 矿业类 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5200 自主招生
1496 中国矿业大学 理工 B3 矿业类 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499 南京邮电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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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 南京邮电大学 文史 A2 公共事业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9 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3 经济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499 南京邮电大学 理工 A4 电子科学与技术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文史 A1 财务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文史 A2 人力资源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3 能源与动力工程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6 土木工程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7 水利水电工程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8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A9 环境工程 638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B1 工程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B2 人力资源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河海大学 理工 B3 自动化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501 江南大学 文史 A1 教育学类(师范类) 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1 江南大学 文史 A2 社会工作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501 江南大学 理工 A3 教育学类(师范类) 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1 江南大学 理工 A4 自动化 6380 高校专项计划
15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理工 A2 大气科学 6050 高水平运动队
15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理工 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理工 A4 信息安全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8 南京农业大学 文史 A1 土地资源管理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8 南京农业大学 理工 A2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08 南京农业大学 理工 A3 工业工程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文史 A1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文史 A2 英语(医药方向)(外语语种英语)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文史 A3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文史 A4 英语(医药方向)(外语语种英语)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A5 生物制药 6380 自主招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A6 药学类 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化学 7480 自主招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A7 药学类(生技与海药方向) 生物技术、海洋药学 7480 自主招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A8 药学(基础药学理科基地) 7480 自主招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A9
药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基地) 748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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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B1 中药学类 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7480 自主招生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B2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药事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B3 英语(医药方向)(外语语种英语) 520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B4 化工与制药类 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B5 药学类(生技与海药方向) 生物技术、海洋药学 7480 高校专项计划
1512 中国药科大学 理工 B6 中药学类 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7480 高校专项计划
1513 南京师范大学 理工 A1 物理学(师范、非师范)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607 浙江大学 文史 A1 社会科学试验班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社会学、农林经济管
理、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法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文史 A2 人文科学试验班 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文史 A3 人文科学试验班(传媒)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文史 A4 人文科学试验班(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翻译、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俄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文史 A5 行政管理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07 浙江大学 文史 A6 社会科学试验班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社会学、农林经济管
理、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法学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A7 社会科学试验班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社会学、农林经济管
理、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法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A8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与高分子，
含卓越人才培养班)

车辆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
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A9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含卓越人
才培养班)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1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程装备，
含卓越人才培养班) 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2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含卓越
人才培养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69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3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含卓越人
才培养班) 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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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4 工科试验班(信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自
动化、生物医学工程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5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工业设计 69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6 理科试验班类(含拔尖人才培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物理学、心理
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7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学与
地学含拔尖人才培养)

生物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大气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地质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8 行政管理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B9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与高分子，
含卓越人才培养班)

车辆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
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1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程装备，
含卓越人才培养班) 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2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含卓越人
才培养班)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3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含卓越
人才培养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69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4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含卓越人
才培养班) 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5 工科试验班(信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自
动化、生物医学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6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学与
地学含拔尖人才培养)

生物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大气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地质学 53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7 理科试验班类(含拔尖人才培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物理学、心理
学 5300 自主招生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8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含卓越人
才培养班)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C9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含卓越
人才培养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6900 高校专项计划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D1 工科试验班(信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自
动化、生物医学工程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607 浙江大学 理工 D2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学与
地学含拔尖人才培养)

生物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大气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地质学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文) A1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金融工程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文) A2 法学类 法学、法学(英语特色班)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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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 宁波大学 体育(文) A3 新闻传播学类 汉语言文学、广告学、新闻学、历史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文) A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ACCA)
、会计学(CPACanada)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理) A5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金融工程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理) A6 法学类 法学、法学(英语特色班)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理) A7 新闻传播学类 汉语言文学、广告学、新闻学、历史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35 宁波大学 体育(理) A8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ACCA)
、会计学(CPACanada)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1 工科试验班 力学类、机械类、能源动力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2 理科试验班类(教学改革试点班)
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地球物理学类、生物科学类、
材料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环境科学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3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4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核工
程与核技术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5 化学类 化学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6 地球物理学类 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7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8 材料类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A9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化、信息
安全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2 环境科学 4800 自主招生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3 工科试验班 力学类、机械类、能源动力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4 理科试验班类(教学改革试点班)
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地球物理学类、生物科学类、
材料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环境科学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5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6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核工
程与核技术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7 化学类 化学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8 地球物理学类 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B9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C1 材料类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C2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化、信息
安全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C3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工 C4 环境科学 4800 高校专项计划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1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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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2 应用物理学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5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5 车辆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6 测控技术与仪器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7 材料类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材料物理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A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B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B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B3 土木类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测绘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B4 生物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技术、
制药工程、药学 5000 自主招生

1681 合肥工业大学 理工 B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500 自主招生
1690 安徽师范大学 文史 A1 行政管理 3850 高水平运动队
1690 安徽师范大学 理工 A2 行政管理 3850 高水平运动队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1 经济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2 应用化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3 机械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5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6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7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8 自动化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A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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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B1 物联网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B2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B3 能源化学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B4 环境工程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B5 食品科学与工程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768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理工 B6 物流管理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1770 厦门大学 文史 A1 旅游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0 厦门大学 文史 A2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历史学(含世界史方
向)、考古学、哲学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文史 A3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历史学(含世界史方
向)、考古学、哲学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A4 旅游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A5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历史学(含世界史方
向)、考古学、哲学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A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A7 物理学类 物理学、天文学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A8 化学类 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A9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待定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通信工程、人工智能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3 软件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4 化学工程与工艺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5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6 海洋科学类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7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B9 航空航天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自动化、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C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546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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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C2 药学 5460 自主招生

1770 厦门大学 理工 C3 航空航天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自动化、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1 金融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2 法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3 汉语言文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4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5 德语(需口试)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6 日语(需口试)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7 应用心理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8 工商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A9 市场营销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B1 会计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B2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文史 B3 物流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B4 金融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B5 法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B6 汉语言文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B7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B8 德语(需口试)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B9 日语(需口试)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1 应用心理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4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5 软件工程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6 土木工程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7 建筑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8 工程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C9 工商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1 市场营销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2 会计学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3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4 物流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5 电子商务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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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7 应用物理学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D9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1 材料科学与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2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5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6 数字媒体技术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7 化学工程与工艺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8 制药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E9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1 环境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2 食品科学与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3 安全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4 生物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6 工程管理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2 福州大学 理工 F7 物流工程 5460 高校专项计划
1775 集美大学 文史 A1 物流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75 集美大学 理工 A2 物流管理 5460 高水平运动队
1785 厦门理工学院 文史 A1 文化产业管理 5040 高水平运动队
1785 厦门理工学院 理工 A2 文化产业管理 504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1 小学教育(师范类) 466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2 体育教育(师范类) 522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3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522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4 心理学类 心理学(师范)、应用心理学 466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5 城乡规划 522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6 市场营销 466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7 公共事业管理(师范类) 4660 高水平运动队
183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史 A8 旅游管理 4660 高水平运动队
184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史 A1 体育教育(师范)(师范类) 4790 高水平运动队
184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体育(文) A2 体育教育(师范)(师范类) 4790 高水平运动队
184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理工 A3 体育教育(师范)(师范类) 4790 高水平运动队
184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体育(理) A4 体育教育(师范)(师范类) 4790 高水平运动队
1894 山东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类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第62页，共112页



1894 山东大学 文史 A2 历史学类 历史学、档案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产业管理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1894 山东大学 理工 A3 经济学类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4 山东大学 理工 A4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生物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1894 山东大学 理工 A5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信息安全 6000 自主招生
1894 山东大学 理工 A6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894 山东大学 理工 A7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6000 高校专项计划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1 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2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4 市场营销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5 文化产业管理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6 公共事业管理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7 行政管理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文史 A8 旅游管理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理工 A9 工商管理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理工 B1 电子商务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理工 B2 旅游管理 5800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中国海洋大学 理工 B3 通信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史 A1 市场营销 5698 高水平运动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史 A2 法学 5098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史 A3 汉语言文学 51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史 A4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51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史 A5 会计学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A6 市场营销 5698 高水平运动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A7 应用化学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A8 地理信息科学 5788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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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A9 地球物理学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1 地质学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2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智能制造
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3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4 材料类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
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6 电子信息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7 通信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8 自动化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B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1 土木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3 测绘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4 化学工程与工艺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5 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方向)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6 勘查技术与工程(测井方向)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7 资源勘查工程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8 石油工程 63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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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C9 油气储运工程 63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1 海洋油气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2 船舶与海洋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3 环境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4 安全工程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5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6 会计学 5800 自主招生

18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D7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智能制造
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1900 青岛理工大学 理工 A1 市场营销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1923 山东财经大学 文理综合 A1 体育经济与管理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1927 青岛大学 理工 A1 法学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1 经济管理试验班 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经济与贸易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2 工科试验班(环境与生物) 环境工程、生物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3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4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5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6 能源动力类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8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磁场与无线
技术 待定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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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A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1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3 软件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4 土木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6 船舶与海洋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7 经济管理试验班 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经济与贸易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8 工科试验班(环境与生物) 环境工程、生物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B9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C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C2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磁场与无线
技术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C3 自动化类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C4 化学工程与工艺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199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理工 C5 船舶与海洋工程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1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2 教育学(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3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师范类)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4 新闻学(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5 应用心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6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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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郑州大学 文史 A7 人力资源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理工 A8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理工 A9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队)(师范类)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理工 B1 应用心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3 郑州大学 理工 B2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4 河南理工大学 文史 A1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4 河南理工大学 文史 A2 工商管理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4 河南理工大学 文史 A3 公共事业管理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4 河南理工大学 理工 A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4 河南理工大学 理工 A5 工商管理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04 河南理工大学 理工 A6 公共事业管理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2014 河南大学 文史 A1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员)(师范类)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14 河南大学 理工 A2 体育教育(高水平运动员)(师范类)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15 河南师范大学 文理综合 A1 体育教育(师范类)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1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
子商务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2 人文科学试验班(弘毅学堂) 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3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4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
险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5 法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6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7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翻译、法语、日语、俄语、德语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8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A9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1 工商管理类
工程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2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3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
子商务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4 人文科学试验班(弘毅学堂) 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5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6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
险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7 法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8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B9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翻译、法语、日语、俄语、德语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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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1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2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3 工商管理类
工程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4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5 哲学类 哲学、宗教学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6 思想政治教育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7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C8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文史 D9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E5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
子商务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E6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类(先进制造)、土木类(国际工程)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E7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
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化学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E8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类)
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土地资源管理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E9 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1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
险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2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3 物理学类 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4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5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6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7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8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F9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1 土木类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2 水利类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3 测绘类 测绘工程、导航工程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4 遥感科学与技术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5 轻工类 印刷工程、包装工程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6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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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7 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五年)、医学检验技术(四年)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8 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G9 临床医学(八年制)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1 口腔医学(五加三一体化)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2 药学类 药学、生物制药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3 工商管理类
工程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待定 高水平艺术团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4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
子商务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5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类(先进制造)、土木类(国际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6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
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化学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7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类)
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土地资源管理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8 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H9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
险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1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2 物理学类 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3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4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5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7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8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J9 土木类 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1 水利类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2 测绘类 测绘工程、导航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3 遥感科学与技术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4 轻工类 印刷工程、包装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5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6 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五年)、医学检验技术(四年)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7 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8 临床医学(八年制)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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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K9 口腔医学(五加三一体化)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1 药学类 药学、生物制药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2 工商管理类
工程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3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4 物理学类 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5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6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7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L8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待定 自主招生

2096 武汉大学 理工 N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待定 高校专项计划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2 预防医学 585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3 药学 585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 450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5 数学与应用数学 450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6 物理学 450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7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 450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8 生物技术 585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A9 功能材料 585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B1 信息安全 585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B2 船舶与海洋工程 585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B3 核工程与核技术 450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B4 环境工程 4500 自主招生
2097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 B5 能源动力类(高校专项) 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文史 A1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文史 A2 思想政治教育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文史 A3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A4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A5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45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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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A6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5850 自主招生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A7 自动化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5850 自主招生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A8 物理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A9 应用化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1 地质学类(含国家理科基地班) 地质学、地球化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2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3 自动化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4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信息安全、网络
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5 土木类 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6 测绘类 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空间信息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7 地质类 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钻探工程方向)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8 资源勘查工程(含基地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B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地球科学类)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境工程、生物科学、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C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 C2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4 武汉理工大学 理工 A1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4500 自主招生
2104 武汉理工大学 理工 A2 电子信息类(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4500 自主招生
2104 武汉理工大学 理工 A3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4 武汉理工大学 理工 A5 电子信息类(工学)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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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武汉理工大学 理工 A8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2 法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3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4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5 广告学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6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7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8 法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A9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B1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B2 广告学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B3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B4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B5 法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B6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B7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B8 广告学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B9 信息与计算科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1 应用化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2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
与技术基地班)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3 生物信息学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4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6 农业工程类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
工程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7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环境工程、环境
科学、环境生态工程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8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C9 风景园林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1 生物工程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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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2 植物生产类
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
与工程、植物保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3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4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5 茶学 3375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6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7 动物医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8 林学 3375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D9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1 水产类 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水族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2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85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3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4 公共管理类 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5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6 法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7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8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E9 广告学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1 信息与计算科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2 应用化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3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
与技术基地班)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4 生物信息学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5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7 农业工程类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
工程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环境工程、环境
科学、环境生态工程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F9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1 风景园林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2 生物工程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3 植物生产类
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
与工程、植物保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4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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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5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6 茶学 3375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7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8 动物医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G9 林学 3375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1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2 水产类 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水族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3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4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5 公共管理类 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6 农学 3375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7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8 植物保护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H9 植物科学与技术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1 种子科学与工程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2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3 茶学 3375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4 农业资源与环境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5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6 动物医学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7 林学 3375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8 水产养殖学 3375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J9 水族科学与技术 4500 自主招生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1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
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2 法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3 社会学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4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5 广告学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6 信息与计算科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7 应用化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8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
与技术基地班)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K9 生物信息学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1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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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3 农业工程类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
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环境工程、环境
科学、环境生态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5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6 风景园林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7 生物工程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8 植物生产类
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
与工程、植物保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L9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1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2 茶学 3375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3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4 动物医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5 林学 3375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6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7 水产类 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水族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M9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6 华中农业大学 理工 N1 公共管理类 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教育、经济学(法学经济学交叉班)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文史 A2 地理科学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科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文史 A3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文) A4 体育教育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理工 A5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教育、经济学(法学经
济学交叉班)、经济学(数学经济学交叉班) 5850 高水平运动队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理工 A6 地理科学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科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理工 A7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08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理) A8 体育教育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09 湖北大学 文史 A1 体育学类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人体科学、休闲体育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1 哲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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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2 法语(外语语种英语,法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3
法学类(民商法、涉外经贸、政府法
制、刑事司法) 法学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4 国际政治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5 社会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6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7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8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A9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旅游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B1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城市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2 哲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3 法语(外语语种英语,法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4
法学类(民商法、涉外经贸、政府法
制、刑事司法) 法学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5 国际政治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6 社会学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7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8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B9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C1 统计学类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C2 环境工程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C3 安全工程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C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旅游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5850 高校专项计划

21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C5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城市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85 湘潭大学 文史 A1 汉语言文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5 湘潭大学 文史 A2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文史 A1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文史 A2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文史 A4 行政管理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87 湖南大学 理工 A5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理工 A6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理工 A7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7 湖南大学 理工 A8 材料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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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1 金融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2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3 法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4 社会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5 汉语言文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6 英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7 法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8 西班牙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A9 日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1 广播电视学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2 数字出版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3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4 市场营销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5 会计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6 财务管理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7 行政管理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8 金融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B9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1 法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2 社会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3 思想政治教育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4 汉语言文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5 英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6 法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7 西班牙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8 日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C9 广播电视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1 数字出版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2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3 市场营销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4 会计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5 财务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6 行政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7 劳动与社会保障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文史 D8 思想政治教育 5300 高校专项计划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D9 金融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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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1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2 法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3 社会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4 汉语言文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5 英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6 法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7 西班牙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8 日语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E9 广播电视学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1 数字出版 60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2 数学与应用数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3 信息与计算科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4 应用化学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5 生物技术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6 统计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8 车辆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F9 测控技术与仪器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1 材料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2 材料化学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3 冶金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4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5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6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7 能源与动力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G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3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3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4 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6 信息安全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7 物联网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8 智能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H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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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1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2 化学工程与工艺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3 制药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4 航空航天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5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6 生物工程 6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8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J9 市场营销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1 会计学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2 财务管理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3 行政管理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4 电子商务 5500 高水平艺术团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5 金融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6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7 法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8 社会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K9 思想政治教育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1 汉语言文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2 英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3 法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4 西班牙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5 日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6 广播电视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7 数字出版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8 数学与应用数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L9 信息与计算科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1 应用物理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2 应用化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3 地理信息科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4 地球物理学 36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5 生物技术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6 生物信息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7 统计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8 工程力学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M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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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1 车辆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2 测控技术与仪器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3 材料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4 材料化学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5 冶金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8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N9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1 能源与动力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4 电子信息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5 通信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6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7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8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O9 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2 软件工程 895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3 信息安全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4 物联网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5 智能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6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7 土木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8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P9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1 铁道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2 测绘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3 遥感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4 化学工程与工艺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5 制药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6 地质工程 36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7 资源勘查工程 36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8 采矿工程 36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Q9 矿物加工工程 36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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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1 交通运输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2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3 航空航天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4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5 环境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6 建筑学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7 城乡规划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8 安全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R9 消防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2 工程管理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3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4 市场营销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5 会计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6 财务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7 行政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8 劳动与社会保障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S9 物流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1 电子商务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2 数学与应用数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3 信息与计算科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4 应用物理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5 应用化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6 地理信息科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7 生物科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8 生物技术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T9 生物信息学 53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1 工程力学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2 车辆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3 冶金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4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5 能源与动力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7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8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U9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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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1 测绘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2 遥感科学与技术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3 化学工程与工艺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4 制药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5 环境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6 安全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7 生物工程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8 预防医学 78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V9 法医学 78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W1 医学检验技术 78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W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W3 工程管理 6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W4 物流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W5 环境工程 6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88 中南大学 理工 W6 安全工程 65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1 湖南农业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文史 A1 国际商务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2 金融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3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4 法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5 政治学与行政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6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7 教育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8 学前教育(师范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A9 特殊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1 体育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2 运动人体科学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3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4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5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6 法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7 翻译(外语语种英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8 新闻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B9 编辑出版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1 网络与新媒体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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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2 历史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4 应用心理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5 护理学 78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6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7 行政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8 旅游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C9 酒店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D1 会展经济与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D2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D3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D4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D5 历史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 D6 地理科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D7 经济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D8 金融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D9 国际经济与贸易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1 法学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2 教育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3 特殊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4 体育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5 运动人体科学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6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7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8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E9 法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1 翻译(外语语种英语)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2 新闻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3 编辑出版学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4 网络与新媒体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5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6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7 化学(师范类)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8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F9 应用心理学 53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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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2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4 软件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5 制药工程 6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6 临床医学 78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7 护理学 78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8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G9 行政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1 旅游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2 酒店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3 会展经济与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4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5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6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7 物理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8 化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194 湖南师范大学 理工 H9 生物科学(师范类)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204 南华大学 文史 A1 护理学 7500 高水平运动队
2215 湖南工业大学 文史 A1 体育教育(师范类) 5900 高水平运动队
2215 湖南工业大学 文史 A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1 国际政治 6060 高水平艺术团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2 法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3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传播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5 公共事业管理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7 经济学类(广州) 国际商务、管理科学、金融学、经济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8 社会学类 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A9 汉语言文学(广州)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1 外国语言文学类(广州) 英语、德语、日语、法语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2 经济学类(珠海) 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3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语、俄语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4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6 哲学(珠海)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7 汉语言文学(珠海) 606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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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8 历史学(珠海)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B9 法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1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传播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2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4 哲学类(广州) 哲学、逻辑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5 社会学类 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6 哲学(珠海)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7 经济学类(珠海) 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8 国际政治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C9 汉语言文学(珠海)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D1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语、俄语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D2 历史学(珠海)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文史 D3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D4 国际政治 6060 高水平艺术团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D5 基础医学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D6 临床医学(广州)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D7 口腔医学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D8 预防医学(广州)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D9 法医学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1 材料类(广州)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2 电子信息类(广州)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工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3 计算机类(广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信息与计算科学、软件
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5 公共事业管理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6 哲学类(广州) 哲学、逻辑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7 经济学类(广州) 国际商务、管理科学、金融学、经济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8 数学类(广州)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E9 物理学类(广州) 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1 化学类 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2 地理科学类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3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4 生物科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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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5 生态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6 电子信息类(深圳)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7 计算机类(深圳) 智能科学与技术、交通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8 生物医学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F9 临床医学(深圳)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1 药学(深圳) 76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2 经济学类(珠海) 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3 数学类(珠海)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4 物理学类(珠海) 物理学、天文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5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6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质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7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8 土木类 土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G9 海洋工程与技术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1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2 基础医学 76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3 法医学 76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4 护理学 76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5 心理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7 保密管理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8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H9 地理科学类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1 航空航天类 航空航天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2 预防医学(深圳) 76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3 药学(深圳) 76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4 哲学(珠海)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5 汉语言文学(珠海)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6 历史学(珠海) 606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7 数学类(珠海)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8 物理学类(珠海) 物理学、天文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J9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1 海洋科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2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质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3 土木类 土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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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4 化学工程与工艺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5 海洋工程与技术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6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6850 自主招生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7 临床医学(广州)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8 预防医学(广州)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K9 护理学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1 法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2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传播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3 心理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4 电子信息类(广州)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工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5 计算机类(广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信息与计算科学、软件
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7 药学(广州)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8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L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1 哲学类(广州) 哲学、逻辑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2 社会学类 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3 物理学类(广州) 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4 化学类 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5 地理科学类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科学、城乡规划(学制五年)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6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7 材料类(深圳)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8 电子信息类(深圳)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M9 计算机类(深圳) 智能科学与技术、交通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1 航空航天类 航空航天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2 生物医学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3 临床医学(深圳)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4 预防医学(深圳)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5 药学(深圳) 76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6 哲学(珠海)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7 经济学类(珠海) 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8 国际政治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N9 汉语言文学(珠海)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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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1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语、俄语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2 历史学(珠海)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3 数学类(珠海)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4 物理学类(珠海) 物理学、天文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5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6 海洋科学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7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质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8 化学工程与工艺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O9 海洋工程与技术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3 中山大学 理工 P1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2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3 日语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4 商务英语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5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6 行政管理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文史 A7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A8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A9 经济学类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1 法学类 法学、知识产权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2 日语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3 商务英语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4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5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6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7 分子科学与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8 生物科学类 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技术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B9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1 材料类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2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3 信息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4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5 软件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6 化工与制药类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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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7 轻工类 轻化工程、资源环境科学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C9 生物医学工程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1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685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2 临床医学 76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3 医学影像学 76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4 行政管理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5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6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6060 自主招生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7 化工与制药类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 6850 高校专项计划
2286 华南理工大学 理工 D8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6060 高校专项计划
2293 华南师范大学 文史 A1 体育教育(师范)(师范类)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293 华南师范大学 理工 A2 体育教育(师范)(师范类) 6850 高水平运动队
2302 深圳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02 深圳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08 广州大学 文史 A1 行政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10 高水平运动队
2308 广州大学 理工 A2 行政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5510 高水平运动队
2317 广东工业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317 广东工业大学 文史 A2 国际经济与贸易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317 广东工业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317 广东工业大学 理工 A4 经济学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317 广东工业大学 理工 A5 国际经济与贸易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317 广东工业大学 理工 A6 工商管理 6060 高水平运动队
2377 广西大学 理工 A1 电子科学与技术 5938 高校专项计划
237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文史 A1 金融学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7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文史 A2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7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7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4 金融学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7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5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37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6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5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29 海南大学 文史 A1 法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29 海南大学 文史 A2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429 海南大学 文史 A3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29 海南大学 文史 A4 新闻传播学类 广告学、传播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29 海南大学 理工 A5 金融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29 海南大学 理工 A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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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 海南大学 理工 A7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4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1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2 风景园林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3 经济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4 国际经济与贸易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5 法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6 知识产权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7 英语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8 德语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A9 日语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1 新闻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2 广播电视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3 市场营销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4 会计学(ACCA)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5 行政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6 城市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7 物流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8 电子商务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文史 B9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体育(文) C1 体育教育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2 建筑学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3 城乡规划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4 风景园林 687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5 经济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6 能源经济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7 金融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8 金融数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C9 国际经济与贸易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1 法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2 知识产权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3 数学与应用数学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4 信息与计算科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5 物理学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6 应用物理学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7 应用化学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8 生物科学 625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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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D9 统计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1 工程力学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4 机械电子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5 工业设计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6 车辆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7 测控技术与仪器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8 材料科学与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E9 材料化学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1 冶金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2 能源与动力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3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5 电子信息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6 电子科学与技术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7 通信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8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F9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2 人工智能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3 自动化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4 机器人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6 软件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7 信息安全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8 物联网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G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1 土木工程 6250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4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5 测绘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6 化学工程与工艺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7 制药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8 采矿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第91页，共112页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H9 航空航天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1 核工程与核技术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2 环境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3 环境科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4 环境生态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5 生物医学工程 6250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6 安全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7 生物工程 6250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8 药学 6250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J9 智能医学工程 待定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2 工程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3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4 工程造价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5 工商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6 市场营销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7 会计学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8 会计学(ACCA)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K9 财务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1 行政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2 城市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3 物流管理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4 物流工程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5 工业工程 4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6 电子商务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7 人文科学试验班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8 建筑学 687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L9 城乡规划 687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1 风景园林 687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2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能源经济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3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金融数学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4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5 化学类 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6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程、车辆
工程、工业设计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625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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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8 电子信息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自动
化、物流工程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M9 计算机类(计算机与软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1 土木类
土木工程、测绘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 6250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2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与药学)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生物科学、药学 6250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3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物流管理 5625 自主招生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4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金融数学 5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5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6 化学类 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5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7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冶金工程 4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8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4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N9 矿业类(矿业与安全) 采矿工程、安全工程 5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O1 航空航天类 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 5625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理工 O2 生物医学工程类(生物与药学)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生物科学、药学 6250 高校专项计划
2440 重庆大学 体育(理) O3 体育教育 5625 高水平运动队
2444 西南大学 文史 A1 文化产业管理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文史 A2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文史 A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4000 高校专项计划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A4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A5 物理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A6 化学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A7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A8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安全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A9 智能科学与技术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1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包装工程、茶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2 植物生产类(农林类) 植物保护、农村区域发展、农学、园艺 37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3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农林类) 农业资源与环境、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4
动物科学(拔尖人才创新实验班)(农林
类) 37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5 药学 50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6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7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4500 自主招生
2444 西南大学 理工 B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与工程、土地资源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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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5 重庆师范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5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45 重庆师范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5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50 西南政法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600 高校专项计划
2450 西南政法大学 理工 A2 法学 5600 高校专项计划
2452 重庆科技学院 文史 A1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620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1 哲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2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财政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3 法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4 国际政治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5 社会工作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6 马克思主义理论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7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A9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1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2 法语(外语语种英语,法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3 西班牙语(外语语种英语,西班牙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4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5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6 历史学类 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8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B9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1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3 档案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4 信息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5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6 会计学(ACCA)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7 哲学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8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C9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D1 历史学类 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文史 D2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4440 高校专项计划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3 工科试验班(动力装备与安全)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4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5 哲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6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财政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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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7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工程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8 法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D9 国际政治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1 马克思主义理论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2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3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4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5 法语(外语语种英语,法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6 西班牙语(外语语种英语,西班牙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7 日语(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8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E9 历史学类 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1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2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经济创新班)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4 物理学类 物理学、物理学(基地班)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5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基地班)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6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科学(计算生物学)、生态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7 工程力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8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F9 材料类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材料科学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1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5 自动化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7 软件工程 996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8 网络空间安全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G9 土木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1 水利类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2 轻工类 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轻工生物)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3 航空航天类 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4 核工程与核技术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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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5 环境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6 生物医学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H7 建筑学 660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1 临床医学(五年)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3 口腔医学(五年) 600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4 预防医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5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6 药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7 临床药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8 法医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J9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1 口腔医学技术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2 卫生检验与检疫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3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4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5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7 档案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8 信息资源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K9 工业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1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2 会计学(ACCA)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3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4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5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6 历史学类 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444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7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8 物理学类 物理学、物理学(基地班)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L9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基地班)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M1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科学(计算生物学)、生态学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M2 工程力学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M3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M4 软件工程 996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M5 网络空间安全 4920 自主招生
2479 四川大学 理工 M6 轻工类 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轻工生物)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1 法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2 公共事业管理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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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3 思想政治教育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4 汉语国际教育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5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6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广告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7 应用心理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8 法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A9 政治学与行政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1 公共事业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2 思想政治教育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3 汉语言文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4 汉语国际教育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5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6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广告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7 应用心理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8 公共事业管理 45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B9 思想政治教育 45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C1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 45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文史 C2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广告学 45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3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4 工商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5 公共事业管理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6 思想政治教育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7 数学与应用数学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8 应用物理学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C9 应用心理学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1 统计学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2 工程力学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3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4 车辆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5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7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方向)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8 电子信息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D9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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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1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4 土木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5 铁道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6 测绘类 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7 制药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8 地质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E9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消防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2 生物工程 49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4500 高水平艺术团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4 法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5 政治学与行政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6 工商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7 公共事业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8 思想政治教育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F9 数学与应用数学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1 应用物理学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2 应用心理学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3 工程力学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4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5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8 土木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G9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消防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2 生物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3 工商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 45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4 数学与应用数学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5 应用物理学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6 应用心理学 45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7 工程力学 49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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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8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H9 车辆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1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3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4 土木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5 测绘类 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6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7 建筑学 66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8 生物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J9 公共事业管理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0 西南交通大学 理工 K1 测绘类 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1
工科试验班(机器人、电气信息、智
能制造)

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2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球科学复
合培养)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3 工科试验班(智能仪器、智能控制)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4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源与电子
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5
数学类(数据科学与计算、数学及应
用、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6
电子信息类(智能感知、光通信与显
示、智慧照明)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源与照明、信息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8
航空航天类(航空电子及控制、无人
驾驶航空器技术)

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工程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9 生物医学工程类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复合培养实验班) 49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2
经济管理试验班(管理与电子工程复
合培养) 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金融学、电子商务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3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源与电子
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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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4
工科试验班(机器人、电气信息、智
能制造)

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5 工科试验班(电子工程类)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科学与技术、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6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球科学复
合培养)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7 工科试验班(智能仪器、智能控制)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8
数学类(数据科学与计算、数学及应
用、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B9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
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对
抗技术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1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与物理科学复
合培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学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2
电子信息类(智能感知、光通信与显
示、智慧照明)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源与照明、信息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3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4
航空航天类(航空电子及控制、无人
驾驶航空器技术)

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工程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5 生物医学工程类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复合培养实验班) 49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400 自主招生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7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球科学复
合培养)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8 工科试验班(智能仪器、智能控制)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C9
工科试验班(机器人、电气信息、智
能制造)

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1 工科试验班(电子工程类)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电子科学与技术、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2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源与电子
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3
数学类(数据科学与计算、数学及应
用、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4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与物理科学复
合培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学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5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
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对
抗技术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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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6
电子信息类(智能感知、光通信与显
示、智慧照明)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源与照明、信息工程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8
航空航天类(航空电子及控制、无人
驾驶航空器技术)

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工程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1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D9 生物医学工程类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复合培养实验班) 4900 高校专项计划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2 国际经济与贸易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3 法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4 社会工作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5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6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需口试)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7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8 会计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A9 公共事业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文史 B1 电子商务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2 经济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3 国际经济与贸易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4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需口试)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5 俄语(外语语种英语,俄语)(需口试)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6 数学与应用数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7 信息与计算科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8 化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B9 应用化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1 地理信息科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2 地质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3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5 工业设计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6 测控技术与仪器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7 材料科学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C9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1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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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4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5 自动化类 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6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7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8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D9 测绘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1 化学工程与工艺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2 勘查技术与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3 资源勘查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4 石油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5 油气储运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6 海洋油气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7 环境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8 安全工程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E9 工程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F1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F2 会计学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F3 公共事业管理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82 西南石油大学 理工 F4 电子商务 444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文史 A1 体育教育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文史 A2 财务管理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文史 A3 教育学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文史 A4 特殊教育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文史 A5 汉语言文学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理工 A6 财务管理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494 四川师范大学 理工 A7 教育学 3700 高水平运动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
地班)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2 财政学类 财政学、税收学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3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4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5 保险学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6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80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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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7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8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向)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A9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B1 工商管理类(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物流管理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文史 B2 人力资源管理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3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
地班)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4 财政学类 财政学、税收学 44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5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6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7 保险学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8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80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B9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80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1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80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2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44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3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4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
位班)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5 统计学类 经济统计学、统计学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6 计算机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智能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
融信息化方向)、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7 工商管理类(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物流管理 44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8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
会计学(大数据方向)、财务管理(大数据方向)、审计学(大数
据方向) 46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C9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8000 自主招生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1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
地班)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2 财政学类 财政学、税收学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3 金融学类 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4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5 保险学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6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80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7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8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向)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D9 外国语言文学类(外语语种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E1 统计学类 经济统计学、统计学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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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E2 计算机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智能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
融信息化方向)、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E3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
会计学(大数据方向)、财务管理(大数据方向)、审计学(大数
据方向) 46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E4 工商管理类(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物流管理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02 西南财经大学 理工 E5 人力资源管理 440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2 法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3 体育教育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4 休闲体育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5 汉语言文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6 新闻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7 工商管理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8 行政管理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A9 旅游管理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B1 财政学类 财政学、金融学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B2 法学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B3 汉语言文学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B4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文史 B5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B6 经济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B7 法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B8 体育教育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B9 休闲体育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1 汉语言文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2 新闻学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3 工商管理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4 行政管理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5 旅游管理 4920 高水平运动队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6 经济与贸易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7 英语(外语语种不限)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8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C9 物理学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1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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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4 工业设计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5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6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8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D9 水利水电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1 制药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2 地质类 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3 矿业类 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4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5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酿酒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6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7 安全工程 504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8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5 贵州大学 理工 E9 旅游管理 4920 高校专项计划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2 法学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3 社会工作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4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5 广播电视学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6 应用心理学(师范类)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7 电子商务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A8 旅游管理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A9 经济学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B1 法学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B2 社会工作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B3 广播电视学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B4 应用心理学(师范类) 42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B5 电子商务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559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B6 旅游管理 4100 高水平运动队
2605 云南大学 文史 A1 汉语言文学 3400 高校专项计划
2605 云南大学 理工 A2 经济学类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605 云南大学 理工 A3 法学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605 云南大学 理工 A4 体育教育 34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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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 云南大学 理工 A5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605 云南大学 理工 A6 行政管理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605 云南大学 理工 A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文史 A1 汉语言文学 38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文史 A2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 38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文史 A3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工商管理 38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文史 A4 公共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 38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文史 A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 38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文史 A6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世界史 38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理工 A7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理工 A8 物理学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材料物理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理工 A9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理工 B1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理工 B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4 西北大学 理工 B3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中药学、生态学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文史 A1 文科试验班类
法学、哲学、社会学、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 3850 高水平艺术团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文史 A2 外国语言文学类(文) 英语、法语、日语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文史 A3 文科试验班类(T文)
法学、哲学、社会学、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 385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文史 A4 文科试验班类
法学、哲学、社会学、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 385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A5 工科试验班(机类)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A6 工科试验班(电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200 高水平艺术团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A7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工商管理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A8 理科试验班

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应用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程力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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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A9 文科试验班类(T理)
法学、哲学、社会学、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 385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1 工科试验班(机类)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495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2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工商管理 495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3 工科试验班(电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20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4 理科试验班

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应用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程力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4950 高水平运动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5 工科试验班(机类)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6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工商管理 495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7 工科试验班(电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520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8 理科试验班

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应用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程力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495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B9 医学试验班(一体化) 临床医学类 550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1 医学试验班(临床类) 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类 550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2 医学试验班(非临床类) 基础医学、法医学、药学、临床药学、制药工程、预防医学 550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3 医学试验班(侯宗濂班H) 临床医学类 550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4 医学试验班(护理学) 护理学 5500 自主招生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5 经济学类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贸
易经济、经济统计学、电子商务 4950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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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6 工科试验班(机类)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5 西安交通大学 理工 C7 经济学类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贸
易经济、经济统计学、电子商务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A3 生物技术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A4 机械类(智能制造)
飞行器制造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工业设计、微机电系统工程、工业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A5 材料类(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A6 能源动力类 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A7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
技术、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A9 自动化类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B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工程、
电子商务、软件工程、信息安全 4950 自主招生

2666 西北工业大学 理工 B3 航空航天类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程、飞行
器控制与信息工程、工程力学、土木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67 西安理工大学 理工 A1 工程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667 西安理工大学 理工 A2 人力资源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1 数学与应用数学 495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2 信息与计算科学 495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3 应用化学 495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4 电子信息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5 通信工程 600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6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50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7 智能科学与技术 4950 自主招生
2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A8 信息安全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史 A1 法学 3500 高水平运动队
267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史 A2 汉语言文学 3500 高水平运动队
267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史 A3 汉语国际教育 3500 高水平运动队
267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史 A4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文化产业管理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675 长安大学 文史 A1 思想政治教育 38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文史 A2 英语(外语语种英语)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文史 A3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汉语言文学 385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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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5 长安大学 文史 A4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文史 A5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38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文史 A7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4950 高水平运动队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1 经济学类 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2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3 地球物理学类 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理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4 地质学类 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5 工程力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6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工业
设计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7 车辆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8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B9 能源与动力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2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3 自动化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4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5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程造价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6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工程班)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7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8 水利类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C9 测绘类 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1 化学工程与工艺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2 地质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3 矿物加工工程(宝玉石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4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物流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5 交通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6 交通工程(国际工程班)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7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8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D9 安全工程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E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E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E3 物流管理 4950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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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E8 地球物理学类 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理学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E9 地质学类 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F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5 长安大学 理工 F2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程造价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理工 A1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理工 A2 机械类
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
自动化、车辆工程 4950 高校专项计划

2678 陕西师范大学 文史 A1 历史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2678 陕西师范大学 理工 A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软件工程 4950 自主招生
2678 陕西师范大学 理工 A3 生物科学(师范类) 免费 高校专项计划
2694 西安邮电大学 理工 A1 通信工程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1 哲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2 政治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3 民族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4 思想政治教育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5 汉语言文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6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7 历史学类 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50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文史 A8 工商管理类
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政管理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A9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技术(基地班)、生物科学、生物技
术、生态学 5800 自主招生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1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2 物理学类 物理学(基地班)、物理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3 化学类
化学(基地班)、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功能材
料、能源化学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4 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
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5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基地班)、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6 地质学类 地质学、地质学(资源勘查方向)、地球化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7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技术(基地班)、生物科学、生物技
术、生态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8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地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B9 地质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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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2 草业科学(基地班)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3 草业科学 58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4 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 62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5 预防医学 62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6 药学 62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7 工商管理类
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政管理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8 农林经济管理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3 兰州大学 理工 C9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 5500 高校专项计划
2735 兰州交通大学 文史 A1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员)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735 兰州交通大学 理工 A2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员) 4000 高水平运动队
2746 甘肃政法学院 文史 A1 法学 4300 高水平运动队
2746 甘肃政法学院 理工 A2 法学 43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1 经济学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2 法学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3 小学教育(教师教育)(师范类)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4 体育教育(教师教育)(师范类)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5 汉语言文学(文秘)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6 地理科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7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文史 A8 行政管理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理工 A9 经济学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理工 B1 教育技术学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理工 B2 小学教育(教师教育)(师范类) 44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理工 B3 体育教育(教师教育)(师范类)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理工 B4 地理科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788 宁夏大学 理工 B5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48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文史 A1 社会工作 31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文史 A2 教育学(师范类) 32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文史 A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31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文史 A4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31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文史 A5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32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理工 A6 经济学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3200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石河子大学 理工 A7 科学教育(师范类) 35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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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5 石河子大学 理工 A8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审计学 3200 高水平运动队

3016 河北传媒学院 文史 A1 休闲体育 16000 高水平运动队
3016 河北传媒学院 理工 A2 休闲体育 16000 高水平运动队
3050 大连艺术学院 文史 A1 旅游管理 210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1 山西大学 文史 A1 法学 5175 高水平运动队
6001 山西大学 理工 A2 法学 5175 高水平运动队
6001 山西大学 理工 A3 工商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电子商务 5175 高水平运动队
6003 中北大学 文史 A1 广播电视学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3 中北大学 文史 A2 工商管理类 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4 太原理工大学 文史 A1 工程管理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4 太原理工大学 理工 A2 工程管理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6 山西医科大学 文史 A1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 45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8 山西师范大学 体育(文) A1 体育教育(师范类)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8 山西师范大学 文史 A2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8 山西师范大学 文史 A3 旅游管理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9 太原师范学院 文史 A1 政治学与行政学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9 太原师范学院 文史 A2 教育学(师范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9 太原师范学院 文史 A3 体育教育(师范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9 太原师范学院 文史 A4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6009 太原师范学院 理工 A5 体育教育(师范类) 5000 高水平运动队
6010 山西大同大学 文史 A1 工商管理 5040 高水平运动队
6010 山西大同大学 理工 A2 工商管理 5040 高水平运动队
6015 山西财经大学 文史 A1 人力资源管理 5100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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