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贵校现在的学科实
力是怎样的？

答：海大现有海洋科学、
水产科学2个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10个二级学科国
家重点学科。经过两轮国家

一级学科评估，海大的海洋
科学、水产科学两个学科排
名全国第一，有6个一级学科
进入全国前10位，10个一级
学科进入全国前20位，13个
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30位。

目前，学校在地球科学、植物
与动物学、工程技术、化学、
材料科学、农学、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等7大学科(领域)跻
身美国ESI全球科研机构排
名前1%，位居“985工程”重点
建设高校第16位。

问：看来咱们海大的综
合实力还是很强的。那海大
近几年来在山东省的录取分
数能否介绍一下？

答：我校近三年来在山
东省的录取分数情况是这样
的：2012年录取的理科最低
分为639，高出重点线57分，
文科最低分为619，高重点线
46分；2011年录取线理科为
619，高重点线52分，文科为
604，高重点线34分；录取分

数线在一定范围的波动是正
常的，但总体来看海大的录
取分数线还是相对稳定，稳
中有升的。这些数据可供大
家参考。

问：2013年海大在我们
山东的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
是怎样的？

答：2013年海大本科招
生总规模为3800人，在山东
省招生计划确定为1032人，
其中理工类8 5 4人，文史类
178人。，都是在本科一批次
录取。在提前批次中，我校有
国防生和艺术类的录取；自
主选拔录取、小语种和艺术
特长生将在自主招生批次录
取。2013年海大的招生政策
同2012年保持一致，将按“专

业志愿清”方式进行专业投
档。在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
如果考生专业服从调剂，没
有其他不符合录取要求情况
下，我校一般不会退档。

问：能否介绍一下今年
海大的国防生招生情况？

答：海大2013年在山东
省的国防生招生计划为50人，
分布在会计学、海洋技术、大气
科学、通信工程等11个专业招
生。招生批次是本科提前批，
欢迎大家积极报考。

问：学生入学后是不是
有转专业和出国学习的机
会？学校有什么培养特色？

答：海大一直以来非常
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和特长
的发挥，学校目前实行的是

“有限条件的自主选课制”和
“毕业专业的识别确认制”为
核心的现代本科教学运行新
体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特点以及社会的
需求等情况，通过跨年级、跨
专业自主选课，适时调整专
业取向，实现转专业、选修第
二专业的目的。另外我们学
校一直推动学生本科阶段的
国际交流和国内知名高校合
作培养，使更多学生在校期
间有出国和第二校园学习经
历。同时学校还积极实施卓
越人才培养计划，在理学类、
工学类、农学类、法学类等专
业联合培养各类卓越人才。
欢迎广大优秀学子踊跃报考
中国海洋大学！

问：请问贵校2013年普
通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情
况？

答：2 0 1 3年我校普通
本、专科招生计划6 1 0 0人
( 本 科 5 6 0 0 人 ， 专 科 5 0 0

人)。面向山东省招收本科
4521人，其中本科一批艺术
类270人，本科一批理工类
728人；本科二批普通文史
类 5 0 0人，理工类 3 0 2 3人
(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计划
2 6 0 人 ， ) ； 面 向 2 9 个 外
省、市 (自治区 )招收本科
二批1079人(文史类195人，
理工类884人)。考生填报志
愿时，以生源所在地省级招
生机构正式公布的计划为
准。

问：请问贵校2013年招
生有何变化？

1 .部分专业一本招生：
经山东省教育主管部门批
准，学校建筑学、土木工
程、城乡规划、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六个专业，自2013年起在
山东省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一批招生，招生计划728
人。学校其它专业和上述六
个专业山东省外的招生仍维
持原来的批次。

2 .新增招生专业：新增
机械电子工程、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三个本科专业，学制均为
四年，授工学学士学位，面
向全国30个省份招生。新增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工程管理
(建设项目数字化方向，与
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合
作)本科专业，面向山东省
招生，学制四年，授工学学

士学位。
3 .山东本科二批招生类

别增加到三个：根据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安排，学
校2013年山东省本科二批普
通文理类招生计划、济南走
读生计划、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招生计划分别招生(即三
个招生类别)。有意报考我
校的山东考生，在填报学校
志愿时，可以自主选择兼报
我校三个类别志愿(即三个
学校志愿)。

4 .部分专业名称变化：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的
要求，学校有12个招生专业
名称改变，具体专业名称请
查看学校2013年分省分专业

招生来源计划一览表。
问：请问贵校近几年学

生就业情况如何？
答：学校高度重视学生

就业问题，以提高毕业生就
业率和就业质量为目标，认
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山东省毕
业生就业政策，求真务实，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毕
业生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 。 近 五 年 来 ， 我 校 获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山东
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院
校”荣誉称号，毕业生一
次 就 业 率 均 达 到 9 0 % 以
上，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
直名列全省高校前茅。

中国海洋大学创建于1924年，经过近90年的发展，
海大已发展成为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显著特色，包括
理、工、农、医、经、管、文、法、教育学、艺术学、历史学
等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
授予权的单位，同时也是由教育部、山东省、国家海洋
局和青岛市重点共同建设的高水平特色大学。近日，
中国海洋大学招生办主任刘贺就2013年招生问题接受
了记者专访。

山东建筑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一所以工科为
主，以土木建筑为特色，工、理、管、文、法、农、艺交叉
渗透、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是山东省首批“应用
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和服务国家特
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学校具有学士、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校设有16个学院(部)，拥有55
个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文学、法学和
农学六大学科门类；拥有14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52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拥有11个硕士培
养领域。目前，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招
生，全日制在校生2 . 4万余人。近日，该校招办负责人
就招生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中国海洋大学：

专业志愿优先，服从调剂将不退档

山东建筑大学：

建筑学等六专业纳入山东省本科一批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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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特刊

一、学校简介

学校坐落在山东省济南市，由
原山东经济学院和原山东财政学
院合并组建而成。是财政部、教育
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硕
士、学士学位授权单位，也是山东
省唯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财
经类院校。

学校共有4个校区，占地4818

亩，全日制在校生33000余人，其中，
本科生31000余人，研究生2000余人。
学校拥有完善的现代化教学基础
设施和实验设备，实验室、图书馆、
体育场馆、学生公寓和食堂等教学
科研生活设施齐全。

学校现有21个学院，62个本科
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7个，省
级品牌特色专业15个。拥有应用经
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5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10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62个二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专业硕士学
位授予权。

学校实行开放式国际化办学
的发展战略，与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100

余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在师生交流、
科研合作、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等
方面建立了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
合作关系。每年聘请长期外籍专家
80余人，承担英语、德语、日语等语
种以及部分专业课授课任务。学校
每年选派500余名学生赴海外访学

或本科就读研究生项目，实施本
科、研究生双学位教育，增加学生
的海外经历，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复合人才。

多年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呈
现两个特点，一是就业率高，二是
就业去向好。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比
较严峻的情况下，我校在同类院校
中就业率和就业层次依然保持较
高的水平，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优
秀毕业生被中央机关、国家部委等
单位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大批优秀
毕业生被财税、金融、电力、电信、
邮政等系统录用，另有大批学生考
取名牌高校研究生。

二、招生计划

学校2013年面向全国29个省
(市、自治区)计划招收本专科学生
7800人，其中本科招生7330人；专科
招生470人。本科在山东省计划招生
5300人(其中济南走读计划招生300，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计划招生 4 0 0

人)”，其他省市计划2030人；专科计
划全部面向省内招生。

三、2013年招生新视点

1 .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正式批准我校27个普通文理科招
生专业在省内本科一批招生。这些
专业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财政学、税收
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金
融数学、信用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贸易经济、管理科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房地产开
发与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
计学、财务管理、国际商务、人力资
源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物流管
理、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上述专业在山东省外的招生
及其他专业的招生仍保持在原来
的批次。

2 .我校在安排普通文理科专业
时，实行“分数优先原则”(特别注
明：学校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专
业志愿清”录取规则)，出现平行分
时，首先满足第一专业志愿考生，
同时兼顾各专业对单科成绩的要
求安排；所报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
的，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将由
学校根据分数调剂到相应专业，如
果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学校做退
档处理。

中外合作办学本、专科专业录
取时实行“专业志愿清”原则。

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实行“专业
志愿清”原则。音乐学、文化产业管
理专业需参加学校组织的专业课
测试且成绩合格。广告学、数字媒
体艺术、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认
可省美术统考成绩。广告学、数字
媒体艺术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艺
术成绩合格之后按高考文化成绩
排序，按招生计划1：1 . 5的比例投
档，按考生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顺序录取(出现高考文化成绩同分
考生录取专业测试成绩高者)。视觉
传达设计、美术学和音乐学专业，
艺术成绩合格之后按高考文化成
绩排序，按招生计划1：1 . 5的比例投
档，学校按考生专业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顺序录取(出现专业测试同分
考生录取高考文化成绩高者)。

3 .招收济南走读学生300人(文
科120人，理科180人)，走读专业均在
本科二批录取。

4 .继续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
作办学项目的招生。

(1)中加合作经济学本科项目，
国内学费：人民币15000元/年；

(2)中新合作会计学本科项目，
国内学费：人民币15000元/年；

(3)中英合作金融管理与实务
专科项目，国内学费：人民币15000

元/年；
(4)中新合作会计学专科项目，

国内学费：人民币15000元/年；
(5)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外包

方向，与浪潮集团开展的校企合作)

本科项目, 学费8800元/年。
5 .允许2013级新生进校后转专

业。根据学校规定，新生入学后，学
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转入
其他专业。学生转专业原则上安排
在一年级第二学期进行，经过选拔
后即转入新专业学习。具体的选拔
标准、程序以及转专业学生的比例
等由学校根据教学和招生的实际
情况制定并公布后执行。

6 .继续开设“双专业双学位”教
育。学校继续在金融学、会计学、法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
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经济学和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9个本科专业
中开设“双专业双学位”教育。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
和专业兴趣选其中一个专业作为
辅修本科专业修读。凡在校本科生

修完一年级课程，成绩合格者均可
申请辅修专业，学校通过考试择优
录取。在完成主修专业学习的基础
上，完成辅修专业者，可拿到双专
业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的，可获得双学位证书。

7 .从2013级普通全日制本科学
生中选拔优秀学生组建“创新人才
实验班”。新生入校后，学校将选拔
部分优秀学生组建创新人才实验
班。目前已开设金融、国际会计、经
济学三个创新人才实验班，并将视
学校实际和人才培养需求开设更
多的创新人才实验班。创新实验班
本着“分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
革”的原则，实行小班化教学和个性
化培养模式。学校为创新人才实验班
提供一流的教学资源，并在培养模
式、教学改革、师资队伍、教学条件、
保送研究生等方面给以政策支持，
以培养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实验班的选拔标准、
程序等由学校根据教学和招生的
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布后执行。

详细招生信息请登录招生专
题网站：http://web5 .sdufe.edu.cn:
8 0 8 0 / z b /。招生咨询电话 ( 0 5 3 1 )
88596191,81793666,88525423。通讯地
址：济南市二环东路73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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