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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简称郑大，英文简称：ZZU)
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学校确立了综合性研究型的
办学定位，提出了一流大学建设“三步走”
发展战略，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
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总占地面积
5700余亩，校本部四个校区分别是：主校
区（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南校区（郑州
市大学北路75号）、北校区（郑州市文化路
97 号）和 东 校 区（郑 州 市 大 学 北 路 40
号）。学校面向全国（港澳地区及台湾省）
招生，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5.4万人、各
类在校研究生 1.9万人，以及来自 91个国
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近2000人。

学校设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艺术学 12大学科门类，校本部现有 46
个院系，114个本科专业，30个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5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先后被列入国家级
卓越工程师、卓越法律人才、卓越医生教育
培养计划高校。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5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个、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 7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14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 14门、国家级教学团
队4个，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9项。

学校化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工程
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6
个学科（领域）ESI排名全球前 1％。2018
年 5 月份 ESI 学术机构全球排名第 857
位，位列全国高校第 45 位。现有教职工
5700 余人，其中两院院士、学部委员 13
人，海外院士 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 7人、“长江学者”7人、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24人、国家“千人计
划”人选 7人，教授 752人，具有博士学位
教师2174人，形成了一支以院士和学术大
师为引领，以“杰青”“长江”等为学术带头
人、青年博士为骨干的人才队伍。

培塑精神品格，立德树人成
就桃李芬芳

郑州大学医科教育源于 1928年的国
立第五中山大学，1952年河南医学院独立
建院，开启了河南医学高等教育的先河；原
郑州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创办的
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96 年被列入国家

“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郑州工业大学
成立于1963年，是原化工部直属的重点院
校。2000年 7月，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
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三校强强合并组建新
郑州大学。

传承和弘扬源远流长的特色文化，三
个老校区的特色文化长期积淀与升华，孕
育了“求是担当”的郑大使命与精神，形成

“笃信仁厚、慎思勤勉”的郑大校风。求是
就是追求真理，永葆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担当就是担当历史责任，承载中原振兴中
华发展的历史使命。求是担当彰显了郑大

人血脉中的精神品格，也必将推动郑大历
久弥新，不断开创新的未来。

郑州大学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着力培养高水平人才，已经为国家现代
化建设输送近 90万名毕业生。一代代郑
大人传承和发扬“求是担当”的使命与精
神，成为民族复兴大业的建设者和各行各
业的中坚力量，形成独具特色的“郑大品
牌”。近日，新华社原总编辑、郑州大学60
级校友、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首席教
授南振中先生向母校捐赠了自己的著作。
南振中先生受聘郑州大学以来，为母校发
展和教育事业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新闻
与传播学院“勿忘人民”的院训，也成为全
体郑大人共同践行的理想与信念。

近两年，郑州大学 76级校友、建业集
团董事长胡葆森先生和郑州大学 79级校
友、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先生先后分别
向母校捐赠 1亿元人民币，助力一流大学
建设，树立了回馈母校和支持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的榜样。在近两届的两院院士评审
中，郑州大学6位校友（教师）当选院士，与
此同时，学校还培养了河南第一位本土院
士，实现了河南高等教育领域一系列“零”
的突破。

培养一流人才，为国家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
质量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首要标准，一流
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生求学，具备一流
的人才培养能力。郑州大学坚持以人才培
养为核心，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
现“品德、素质、能力”协同提升，专业交叉、
科教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培养更
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的一流人才。学校录取分数线年
年攀升，优质生源进一步向郑大汇聚。

郑州大学推行培养质量提升工程、专
业建设基础工程、实践育人和创新创业教
育工程等，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
实践能力培养，分类制定实践教学标准，提
高实践教学比重，完善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国家—省—校—院—系”五级实践创新训
练平台。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注重学术素
养培养，推动本科生研究性课程建设。强
化创新创业学院和创业实习基地建设，着
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学校被评
选为“2012—2014 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先进单位”，是国
家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学校。

学校积极拓宽本科生海外交流渠道，
推进开放办学。实施本科生海外访学计
划，建设国际人才实验班，开展本科生国外
访学交流项目。大力推进国家公派研究生
留学项目，推进海外虚拟研究院建设，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与美国东北大
学、挪威奥斯陆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等
29所高校建立或拓展合作关系，与 46所
国外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博士。

日前刚刚举行的全国 2017年度寻访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颁奖典礼上，已被
免试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的郑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8届毕业生
赵健壮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
这也是郑州大学学子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2017年，学校学生荣获第八届全国临床技
能大赛特等奖、2017丝绸之路机器人创意
大赛特等奖，领衔国家荷球队获第十届世
界运动会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坚持高质量发展，开启一流
大学建设新征程

2017年 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
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
设学科名单，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所，郑
州大学位列其中。这标志着河南高等教育
发展实现历史性重大突破，开启了郑州大
学一流大学建设的新篇章。

2018年3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支持和
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部署启动
部省合建工作，要通过部省合建这一新的机
制和模式，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
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支持郑州大学等14
所高校建设，郑州大学迎来了又一个加快发
展步伐、提升综合实力的新机遇。

学校紧紧抓住战略发展的新机遇，坚
持以服务求生存，以贡献求发展，全方位融
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加快推
动学校转型发展。全面加强内涵建设，持
续深化综合改革，在稳规模、调结构、增动
力、提质量等方面精准发力，着力培养一流
人才、建设一流学科、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展现一流服务，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一流大
学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7年 12月，《郑州大学一流大学建
设方案》向社会公布，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也是新的时代站位。2016年，郑州大学入

选首批地方大学国家“国际化示范学院推
进计划”试点单位；2017年，7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先后来到郑州大学作报告，并与学
校达成合作；2018年，郑州大学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签约共建郑州大学农
学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一次向
前，都是郑州大学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出的
坚实脚步。

2018年，是郑州大学全面推进一流大
学建设的开局之年。郑州大学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承载着中原大地经济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呼唤，承载着河南亿万人民享受优
质高等教育的期盼，承载着地方大学由大
变强的重托，承载着中原崛起、民族复兴的
意志。学校将扎根中国大地，牢牢抓住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努力把
郑州大学办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教育部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合建高校
·3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5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高校
·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高校
·国家级卓越医生教育培养高校
·面向全国（港澳地区及台湾省）招生

高校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100号
邮编：450001
招生网址：http://ao.zzu.edu.cn
咨询电话：0371-67781182（传真）

0371-67781111
0371-67731111
0371-677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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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名称

★法学类

旅游管理类

中国语言文学

类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类

化学类

生物科学类

土木类

水利类

计算机类

电子信息类

材料类

物理学类

药学类

分流专业

法学

知识产权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图书馆学

档案学

化学

应用化学

生物技术

生物信息学

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

药学

药物制剂

所属学院

法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

文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与环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物理工程学院

药学院

郑州大学：
秉承求是 勇于担当 扎实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郑州大学 2018年面向全国招生（港澳地区及台湾省），
本硕博招生总计划为 18080人，本科全部在重点批次招生。
以下本科招生重要政策几点调整值得各位考生关注：

一、新增3个本科专业
1.植物科学与技术，只招理科，招生计划30人。
2.知识产权，文理兼收，按照法学类大类招生。
3.舞蹈学，只招文科，招生计划20人，办学就读地点为郑

州大学南校区。
二、新获批四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土木工程（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普拉特维尔分校合作

举办本科教育项目），只招理科，招生计划 120人，办学就读
地点在郑州大学北校区。

2.金融数学（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合作项
目），只招理科，招生计划60人，办学就读地点在郑州大学南
校区。

3.网络与新媒体（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合作
项目），文理兼收，招生计划 100人，办学就读地点在郑州大
学南校区。

4.护理学（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合作项目），只
招理科，招生计划200人，办学就读地点在郑州大学南校区。

三、部分艺术体育类专业文化成绩要求提高，体育类专
业录取规则调整

1.音乐学专业文化课成绩要求达到河南省文史类本科二
批控制分数线的90%（不低于河南省音乐类本科Ａ段控制分
数线）。

2.音乐表演专业音乐类考生招收文史类、理工类考生，文
化课成绩要求达到河南省相应科类本科二批控制分数线的
80%（不低于河南省音乐类本科Ａ段控制分数线）；体育舞蹈
类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达到河南省文史类本科二批控制分数
线的80%（不低于河南省体育舞蹈类本科Ａ段控制分数线）。

3.舞蹈学专业只招收文史类考生，使用河南省音乐类专
业舞蹈统考成绩，专业主项成绩不低于 85分，文化课成绩要
求达到河南省文史类本科二批控制分数线的80%（不低于河
南省音乐类本科Ａ段控制分数线），按省统考专业主项成绩
从高到低录取。

4.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省统考专业主项成绩
不低于 85分，文化课成绩要求达到河南省音乐类本科 A段
控制分数线。

5.视觉传达设计、雕塑、绘画专业的省统考专业成绩不低
于240分，文化课成绩要求达到河南省文史类本科二批控制分
数线的85%（不低于河南省美术类本科Ａ段控制分数线）。

6.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省统考专业成绩不
低于230分，文化课成绩要求达到河南省文史类本科二批控制
分数线的85%（不低于河南省美术类本科Ａ段控制分数线）。

7.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录取规则作出调
整，文化课成绩须高于河南省本科二批控制分数线50分以上
（含50分）且不低于河南省体育类本科控制分数线，专业课成
绩须高于省定本科分数线30分以上（含30分），文化课成绩和
专业课成绩达到要求后，按省统考专业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四、继续增加农村专项计划招生人数
为进一步拓宽农村学生就读重点高校升学渠道，2018年

郑州大学继续实施农村专项计划，招生总计划为 980人，较
2017年增加 160人；国家专项计划 280人；地方专项计划由
2017年的 240人增加到 400人；高校专项计划由 2017年的
280人增加到300人。

五、自主招生、专项计划等类型招生录取规则做出调整
自主招生、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新疆南疆单

列计划、哈密地区定向招生，录取规则调整为对于进档考生
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录取。

六、学校今年招生录取的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办学就
读地点调整为北校区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外合作
办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通信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工程（中外
合作办学）。

七、首次招收台湾和香港免试生、澳门保送生
八、2018年新增招生大类1个，共有13个大类（★为新增）

郑州大学2018年
学校招生重要政策调整速览

校党委书记牛书成（左三）参加郑州大学诺贝尔奖工作站揭牌仪式 校长刘炯天院士（左一）代表学校接受张敬国校友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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