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创建于
1951年，前身为北京水利水电学
院，1978年更名为华北水利水电
学院，1990年迁至河南郑州办
学，2000年起，学校划转地方，实
行水利部与河南省共建、以河南
省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2009
年，水利部与河南省签署共建战
略协议。2013年更名为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获得博士授权单位。

学校现有水利学院、资源与
环境学院、土木与交通学院、机械
学院、电力学院、环境与市政工程
学院、建筑学院、艺术与设计学
院、管理与经济学院、信息工程学
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外国语
学院、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
院、软件学院、体育教学部、人文
艺术教育中心、国际教育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电大开放教育办公

室等20个教学单位。
学校还设有黄河科学研究

院、岩土工程与水工结构研究院、
城市水务研究院、钢结构研究院、
艺术教育研究中心等30多个研
究院（中心/所）。

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
拥有61个本科专业，3个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涵盖了58个硕士
学位二级学科点、3个专业学位
类别、14个专业硕士学位领域。
学校围绕行业特色办学，不仅在
水利类、电力类、土木类、建筑类、
机械类、环境类、地质类等工科专
业具有很强的特色，深受用人单
位好评，而且文理学科类也具有
很强的行业应用背景，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而受到社会青睐，
毕业生就业质量高。

【清华大学】
河南省是清华大学京外

第一大生源地，清华在河南
连续十年招生人数正增长，
2015年，计划招生102人，
向河南省的连片特困地区及
国家级贫困县定向投放了
32个招生计划。

在清华大学面向农村地
区开展自主选拔的自强计划
中，河南是全国认定人数最
多的省份，多名考生获得30
到60分的优惠加分。清华
大学招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实际录取中，每年在豫都扩
招，加上艺术类、飞行员等多
种选才途径，河南每年能进
入清华学习的学生已经达到
200多人。

【北京大学】
2015年，北大计划在河

南招生134人。北大本部共
88个，其中理科42个（一批
23个，提前批小语种4个，提
前批国防生7个，贫困专项8
个）、文科46个（一批30个，
提前批小语种4个，提前批
国防生 2 个，贫困专项 10
个）。医学部单独招生，计划

录取46人。
今年北大加大了农村贫

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2015年（本部）贫困专项18
个（理科8个，文科10个）。

【复旦大学】
今年复旦大学在河南计

划招生96人，其中文科24
人，理科72人(包括医学院
23人)，比去年招生计划数
增加了近50%。

【上海交通大学】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

在河南计划招生147人，比
去年增加61人。其中校本
部138人，内含工科试验班
类提前批53人，自然保护与
环境生态类（生命与环境交
叉平台）提前批30人，一批
次23人（内含理科22人、文
科1人），贫困地区定向招生
专向计划 28 人，国防生 4
人，交大医学院9人。

专业方面，今年上海交
通大学首次在河南省实施生
命与环境交叉平台招生工
作。在河南省高考本科第一
批次前投放理科计划30名。

名校：为争夺河南优质生源蛮拼的
核心提示│基本功扎实，学风刻苦的优秀河南学子，今年受省外名校青睐。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复旦、南京

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省外高校加大了对河南地区的招生政策倾斜，从专业到贫困生计划，纷纷极力推销自己。

□记者 余淼 刘学增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5年计划在河南省招生300人，

其中哈尔滨校区145人，包括文科14人，
理科131人；威海校区计划招155人，全
部为理科考生计划，涵盖哈工大所有强势
工科专业。今年在河南省增加了5个国
家专项计划，达到19人，专项计划涉及的
专业均为优势工科专业。

【南开大学】
2015年南开在河南省计划招生162

名，其中文科60人，理科102人，涵盖了
所有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比去年的146
名增加了16人。在河南招生的文理科专
业共44个，文科21个，理科23个。其中
包含15个大类招生专业，文科含7个大
类，理科含10个大类。

【港澳高校】
12所香港高校、6所澳门高校在河南

招生。12所港校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大学、香港
教育学院、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树仁大学、珠海学院。其中，香港中
文大学计划在河南招生13人，香港城市
大学计划在河南招生5人，两所港校均按
照内地高校统一招生形式招生，参加提前
批次录取。其余10所港校单独招生，招
生计划不分到省。6所澳门高校是：澳门
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
学院、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和澳门城市大
学。均单独招生，招生计划不分到省。

【武汉大学】
2015年，武大在河南计

划招生 560 人，其中文史
101人、理工453人、艺术6
人。武大招生组有关负责
人介绍，有志报考该校的考
生，一般情况下，文科高出
河南省一本线 50 分左右
（或前800名），理科高出60
分左右（或前5000名）报考
录取希望大。

面向河南招收6名国防
生，招收8名临床医学和2
名口腔医学“5+3”一体化培
养学生。武汉大学的所有
专业都在河南招生。目前，
该校有29个国家特色专业，
居全国高校前列。

【浙江大学】
2015年浙大在河南省

计划录取128人，其中文科
15人（包括艺术类4人），理
科65人（包括国防生4人，
艺术类1人），贫困地区专项
计划34人（其中文科6人，
理科28人）；浙江大学医学
院（含医学、药学）单独代码
招生理科14人（其中贫困
地区专项计划理科4人）。

2015年贫困地区学生
上浙大的机会更多了，在

人文科学试验班、社会科
学试验班、理科试验班类、
工科试验班和药学类以及
应用生物科学类均有贫困
专项招生计划，招生计划
38人。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在河南招生

计划是220人，比去年增加
20人，其中普通文科计划
10人，包括金融学、财务管
理、工商管理、法学等专
业。普通理科计划151人，
涵盖了该校大部分优势学
科。国防生招生11人、艺术
类招生14人、贫困专项招
生25人、对口招生9人等。
在河南新增了海洋科学类
专业。

【南京大学】
南大在豫计划招生109

人，其中文科30人，理科79
人，比去年增加了15人，招
生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上大
幅度增长。

在今年招生计划中，普
通计划75人，比去年增加6
人；贫困地区专项23人，比
去年增加8人；国防生计划
11人，比去年增加1人。

★水利部与河南省共建高校
★全国高校就业50强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河南省文明单位
★全国高校就业先进集体
★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河南省本科院校就业竞争力第一名
★河南省就业质量最佳示范院校
★河南省首批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近五年，学校毕业生一次
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位居河南省高校前列。2008
年以来，“河南省毕业生就业
市场水利电力类分市场”、“全
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南
分市场”和“河南省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先后
落户该校。2009年荣获“全
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2011年在河南
省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中位
居第一名并获得“优秀”称
号。2014年先后荣获“最具
就业竞争力的10张河南教育
名片”、“全国大学生就业最佳
企业评选优秀组织高校奖”和

“全国毕业生就业50所典型
经验高校”等荣誉。同年在第
三方权威性数据机构发布的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
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2013
年度报告中，我校位居河南省
本科院校就业竞争力第一名。

建校63年来，学校为国
家水利电力建设事业培养了
15万余名专业技术与管理人
才。在全国水利系统厅局级
领导干部中，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毕业生约占30%，学校校友
中，不仅有以水利部部长陈
雷、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平、水
利部副部长矫勇、李国英等为
代表的多位现任省部级领导，
更有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基层
水利工作者，奋战在长江三
峡、南水北调、小浪底、万家
寨、紫坪铺等世纪大工程中，
担当技术骨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你来

作为首批获得国家硕士学
位授予权的高校，该校是国家首
批具有推荐并接受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
的高校，是河南省唯一具有研究
生单独招考资格的高校和唯一
承担国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计划”的高校，是具有同等
学力和专业硕士学位授予资格
的高校。

学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以
省级重点学科和骨干硕士学位
授权点学科为基础，以博士学位
授权学科建设为引领，整合学科
优势资源，加强内涵建设，培育
了水利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
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一批在国
内有较大影响的优势和特色学
科。拥有13个省级一级重点学
科，1个省级二级重点学科，5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包括水利工程、地质
资源与地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
程等3个学科。

学校拥有一支科研能力强、
教学水平高、结构合理、数量充
足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中国工
程院院士顾金才、王浩、倪维斗、
周丰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
为学校教授、双聘院士；学校聘
请王思敬、赵国藩、厉以宁等百
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中国科学
院或工程院院士担任学校兼职
教授。

进入华水能干啥？
上学期间
经常可听院士讲课

为什么选华水？厚重的底蕴、丰富的专业
毕业后能去哪？
95%的就业率，遍布全国

□记者 李晓敏 王灿

核心提示 | 想当一名“华水”人吗？如果想，赶快填志愿
吧。2015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招生总计划为7505名，其中
普通本科招生计划为6560人，专升本招生计划为375人，高职
高专招生计划570人。本科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国家专项）50
名，本科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地方专项）12名，另有少数民族预科
班招生计划为320名。

省 外 篇高校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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