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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在京统招
总计划1029人

北京科技大学：在京计划招生 195 人

2018年北京科技大学
在北京计划招收 195人，
与去年持平。在北京继续
执行百分百满足考生专业
志愿，即考生填满 6个不
同专业进档后，体检合格，
则会被录取在所填的 6个
专业内。
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
公室主任王占奎介绍，提档
比例控制在 105%以内。对
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按北
京市招办的规定加分提档，
但安排专业时以实际考分
为准，由高到低按“专业级
差”方式依次录取，级差为
1、1、0、0、0。

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
的招生专业有 25个，其中
14个大类，包括材料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类、经济
与贸易类、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工科试验班类（卓越计
划）、机械类、计算机类、自
动化类、数学类、能源动力
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土
木类、矿业类、人文科学试
验班。
在大类招生改革力度
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学校依
然坚持宽松转专业政策。除
招生时有特别约定的考生
（如外语保送生），其他在校
本科生均可以在大一学年

末和大二学年末提出转专
业申请。各专业对转出的人
数不做限制。每年有近 300
名在校生成功转专业，转成
率约 80%。学校还开设了
双学位、第二专业以及辅修
专业制度，进一步拓宽学生
专业学习范围。

北京邮电大学：在京计划招生 290 人

北京邮电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总计划保持在
3680人，各省份招生计划
数和去年基本持平。在京计
划招生 290人，与去年持
平。其中普通理科专业招生
计划 191人，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招生计划 85人，文科
专业招生计划 9人，艺术类
专业招生计划 5人。
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办
公室主任郑超伟介绍，继续
保持通信工程（双一流实验
班，大类招生）、电子信息
类、计算机类等热门专业
（类）在京较高的招生计划
比例。对于体检合格且符合
录取要求的北京进档考生，
普通理科专业，若考生报满
六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学
校保证满足考生六个专业

志愿之一不调剂。对于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和文科专业，
若考生将三个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或者四个文科专业
全部填报，学校保证满足考
生专业志愿之一不调剂。
北京邮电大学 2018
年部分专业按大类方式进
行招生和培养。今年的招生
专业目录中包含通信工程
（双一流实验班，大类招
生）、电子信息类、计算机
类、自动化类（机器人与人
工智能）、科技与创意设计
试验班、理科试验班（数学
与信息科学）、理科试验班
（信息与通信基础科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类 8个专业
大类和软件工程、信息安全
等 17个专业。
北京邮电大学的电信

工程及管理、电子商务及法
律、物联网工程三个专业为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招收理
工类学生。这三个专业属于
北京邮电大学本科计划内
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学制
四年，学费 6万元 / 年，学
生完成全部四年专业学习
且成绩合格者将获得北京
邮电大学的毕业证、学位
证，同时获得英国伦敦玛丽
女王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北京林业大学：在京计划招生 216 人

今年北京林业大学在
全国投放招生计划总数是
3400人，其中在京招生计
划总数约为260人左右，和
去年基本持平。除艺术类、
高水平运动员外，均在本科
一批录取。具体招生计划由
以下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为公布的统招计划，共216
人，其中理科181人，文科
29人，艺术类6人；第二部分
为预留的特殊类型招生计
划，暂列40人，用于招收自
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
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
业处副处长穆琳介绍，学校
瞄准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两大攻坚战，新开设了两个
新专业方向：一是以支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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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脱贫项目及绿色发展为
目标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
护区管理（森林康养方向）”
专业，该专业以旅游与健康
养生融合发展的森林旅游
休闲康养产业为目标，培养
掌握森林康养、林学、心理
学、旅游管理等领域基本理
论知识，具备森林保健、康
养基地规划、设计与管理能
力的林业综合服务业人才；
二是以绿色生产及生态环
保为定位的“林产化工（生
物质能源科学与工程方
向）”专业，主要研究如何利
用各种可再生的生物质废
弃物，比如秸秆、树枝、树
叶、树皮、果壳、草类等，制
造出燃气、燃油、活性炭等
能源，以期实现绿色清洁能

源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方向）专业设置为
物联网工程专业，独立设置
后的专业将更加注重计算
机、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
多专业交叉领域的培养，使
学生成为掌握多项智能感
知技术的物联网行业高级
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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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
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化工大学联合发布招生政
策， 这是五所大学连续第
九年联合发布招生政策。
今年五校在京招生政策保
持稳定， 五校在京投放招
生计划与去年持平， 统招
总计划为 1029 人。

北京交通大学：
在京计划招生183人

北京交通大学本科招
生规模增加，2018年学校
招生总规模4400人，其中
本科计划4200人，高职计
划200人。本科招生计划
中，威海校区较去年增加
200人，即本部校区3600
人，威海校区600人。2018
年在北京招生计划183人，
与去年持平。其中学校本
部普通理工类125人，文史
类13人，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23人，艺术类4人，威海
校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理
工类11人，文史类7人。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
业处副处长刘东平介绍，
对于2018年北京本科一
批，报考理工类普通类专
业的考生，填满6个专业志
愿且不重复，符合录取要
求，将满足考生6个专业志
愿之一。据统计，2017年录
取的北京考生均满足专业
志愿，其中理工类考生有
80%录 取 至 第 一 专 业
（2016年为70%左右）。因
文科招生专业只有4个，只

要填满4个不重复的专业，
不存在不满足志愿的情况。
2018年招生录取政策
保持基本稳定，继续承诺对
平行志愿省区如提档考生
均符合录取要求并服从专
业调剂则提档不退档。采
用专业志愿级差方式安排
录取专业。2018年各专业
志愿之间的级差分为
“2-1-0-0”模式。
2018年继续全面实施
基本以学院为招生单位的
大类招生培养方案。学校
本部除中外合作办学、艺术
类等招生外，招生专业类共
14个，大类专业分流时，除
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
学类、建筑类、设计学类入
学后分流，经济管理试验班
二年级第一学期分流外，其
余大类专业均在一年级第
二学期进行分流。

北京化工大学：
在京计划招生145人

2018年北京化工大学
本科招生计划为3850人，比
去年增加50人。在京招生计
划数为145人，与去年持平。
今年在京保持较高优势学科
计划投放量的基础上，各类
试验班的计划超过计划投放
量的15%。同时在近三年北
京市录取中，均保证了所有
进档考生专业志愿零调剂。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
公室主任许海军介绍，为了
有效实现“宽口径、厚基础、
高素质”的本科人才培养理
念，满足学生对大学基础课
程的学习，突出学校本科专
业优势学科，打造一流学科
群。2018年起学校针对本科
招生专业全面推进大类招
生改革。今年本科招生共计
14个大类（含35个专业）以
及13个单独招生专业。实施
大类招生最大程度满足学
生专业需求，引导学生根据
个人的学习兴趣，理性选择
自己喜爱学科，打造“通识+
专业”独具特色的北化人才
培养理念。
为构建“新工科”人才
培养体系，今年新增“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由侯

德榜工程师学院进行培养，
专业分流时可选择经管学
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商务智能）”
和信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今年北京化工大学继
续设立试验班招生。工科试
验班（绿色化工与新能源
类）立足国家新技术、新产
业和新经济的发展需求，培
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急
需人才。另外进行本科招生
的工科试验班（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精英班）、工科试验班
（生物工程高精尖班）、工科
试验班（巴黎居里工程师学
院）、理科试验班（化学）等四
个试验班单独设置招生专业
代码，只招收有该专业志愿
的考生，且投档成绩排名达
到本省投档考生总数的前
50%。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
与新能源类）在京计划招生
16人，其余四个试验班在京
计划招生共计13人。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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