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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由长沙市教育考试院指导，湖南高中高校协同育人联盟主办的“2019‘双一流’大学招生政策集中宣讲暨高考志愿填报公益指导
会”在长沙周南梅溪湖中学举办。 记者 刘镇东 摄

20余所知名高校招生负责人来长解读招生政策 今年高校在湘招生人数较去年有所增加

18所“双一流”大学在湘招生“硬核”信息全在这里

多校倡议成立
湖南“双高”联盟

“为促进高等学校和普通高
中合作共建，拓宽学生学习空间
和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生涯意识
与专业兴趣， 形成体系开放、机
制灵活、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模
式，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我
们倡议发起成立湖南高中高校
协同育人联盟。” 西安交通大学
招生办副主任吴梦秋表示，全国
知名高校和湖南重点高中以“共
建、共享、协同、发展”为目标，自
发组建非盈利性民间组织，旨在
为高中与高校的校际交流合作
建立民间性、联谊性、学术性、平
台性组织。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处长
罗建晖教授指出，国务院办公厅
6月11日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
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
导意见》要求学校从育人体系、学
生指导和考试招生等关键环节着
手保障改革目标的实现， 湖南高
中高校协同育人联盟将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和辐射引领作用，促
进人才的培养、招生、录取的无
缝衔接， 加速育人方式改革，为
湖南人才培养注入新的动力。

周南梅溪湖中学校长叶双
秋认为，新高考带来的“从选拔
到选择、从课堂到课程、从成绩
到成长”的转变，促使学校基于
核心素养重构更加优良的育人
生态，因此，加强高中与高校的
协同合作，共同推进育人方式的
改革势在必行。

多所高校增加
在湘招生计划

记者在现场获悉，今年高校
在湖南的招生人数较去年有所
增加：武汉大学在湖南投放计划
增加25人，共461人；南开大学在
湖南招收132人，比去年增加6人；
西安交通大学在湖南计划招生
155人，较去年增加16人；华中科
技大学在湘普通本科招生理科
399人，文科47人，是外省高校在
湖南投放招生计划最多的学校；
中南大学在湖南计划招生1223
人，比去年增加53人；中山大学在
湖南计划招生204人，比去年增加
10人； 西北工业大学计划在湖南
招生133人，比往年增加8人。

为促进“宽口径、重交叉、厚
基础”拔尖人才的培养，“大类招
生、大类培养、大类管理”的模式
进一步得到推行，“转出无门槛，
转入有要求”的转专业政策也适
用于大多数学校。为适应国家及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少学校新
增新学院、新专业：比如中国人
民大学共设理科试验班、人文科
学试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管
理学科类） 和经济学类4个跨学
院大类招生专业；同济大学面向
全国首推十大特色试验班；西北
工业大学新增民航学院、微电子
学院和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三大
学院；天津大学新增人工智能专
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英才
学院”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
作，培养平台为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智能建造。

“你们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人数是多少？”“在湖南省大
概排名多少名有机会被录取？”“学校在转专业上有什么政
策”……

6月25日上午，由长沙市教育考试院指导，湖南高中高
校协同育人联盟（简称湖南“双高”联盟）主办的“2019‘双
一流’大学招生政策集中宣讲暨高考志愿填报公益指导会”
在长沙周南梅溪湖中学举办，20余所知名高校的招生负责
人为湖南的高考生和家长解读招生政策并回答现场提问
(详细招生政策请扫描报眉二维码）。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计划在湖南招生114人，其
中文科61人、理科53人，计划招
生人数与去年持平。 其苏州校
区继续面向湖南招生， 开设金
融学、 国民经济管理以及法语
三个专业，计划招收12名新生。
在湘投放的国家贫困地区专项
计划名额为14个， 高校专项计
划（即面向农村户籍学生的圆
梦计划）名额为9个。

全省文科前200名、理科前

800名的考生， 报考人大北京校区
的希望比较大。参照其他省份的经
验以及去年在湘录取情况，苏州校
区的录取分数要求比北京校区略
低。

★联系方式：
文科：

19936720589、17801417259，
理科：

17801421997、13146677342，
中法学院：15995754492。

该校以分数优先原则， 没有
分数级差。 投档分相同按裸分排
序，裸分相同按数学、语文、外语排
序确定。一般不超过105%提档，提
档不退档（服从专业调剂）承认教
育部规定的全国性政策加分。

★联系方式：
湖南组招生长沙大本营地

址：天下洞庭大酒店（长沙市天
心区劳动西路256号）“泰和楼”
1112、1110、1115室。

座 机 ：0731-82828111 转
“泰和楼”1112、1110、1115室。

长 沙 地 区 咨 询 电 话 ：
13088991133、18602977186、
18049528201、18717365792。

在湘招生58人， 国家专项计
划20人。志愿填报建议：文科全
省前200名， 理科全省前650名，
欢迎报考。

★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13770653405，13770664356

招生组驻地：潇湘华天大酒
店（芙蓉中路593号，近地铁二号
线芙蓉广场站）

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南大学在湖南计划招生
1223人， 比去年增加53人。该
校提档时承认各省（区、市）招
生主管部门确认的全国性高考
政策性加分， 但分值累计不得
超过20分， 且在安排大类（专

业）时仅依据高考原始分，不再
考虑政策性加分因素。

★联系方式：
电话：0731—88830995
传真：0731—88830630

2019年山东大学在湖南
省计划招生115人， 其中理工
类93人，文史类22人。学校今
年新增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网
络空间安全、 材料科学与工程
以及生物医学科学等6个战略

新兴专业。学校新成立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招生计划70人。

★联系方式：
招生电话：0531-88364787
湖 南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

15853176828
QQ群：15853176828

在湘普通本科招生理科
399人，文科47人。该校今年新
成立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招生专
业为计算机类。成立了人工智能
与自动化学院，将在自动化类招
生专业中， 成立人工智能方向。
新增基础医学专业，学制五年。

根据往年录取数据研判，
理科前1000名基本满足第一志
愿； 理科前2000名专业满足率
高，理科前3000名、文科800名

以前的考生填报录取几率较大，
理科前3200名、文科前1000名可
以充分利用平行志愿，冲一下。

★联系方式：
长沙地址：长沙中邦顺瑞豪

庭大酒店
招 生 信 息 网 ：http://zsb.

hust.edu.cn/
咨询电话：18986114026（组

长，戴老师）、13986007720（邹老
师）、18627922372（蒋老师）。

山东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2019年北邮在湖南招

生计划理科83人，文科14人，
艺术4人， 宏福校区理19人，
贫困计划理16人， 预科理2
人。 自主招生人数不在计划
之内。

今年在湖南预估录取分

数线理科622，文科595，宏福
校区（中外合作办学）595。

★联系方式：
北邮湖南招生宣传组

电 话 ：18601315443、
18601315444、
1860131544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该校2019年湖南省招生

名额文科15人，理科33人。无
自主招生， 按高考提前批第
一志愿录取，全英文教学，英
文需达120分。

凡高考成绩优异或有五
大学科竞赛国家二等奖及以
上的学生， 均可申请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诺班”。“诺

班” 的学生可获得优越的奖
学金，用于支持学费、日常学
习生活及参与国际等级学术
会议、海外学习或研究项目。

2019湖南招生组老师联
系方式：13612861072（姜老
师 ）、18813759067 （曹 老
师 ）、13025488016 （唐 老
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年， 哈尔滨工业大

学在湖南省共招生245人，校
本部110人，深圳校区60人，
威海校区75人。

★联系方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

招生办公室：18145659211
（陈老师）、18145669211（王

老师）
电话：0451-86414671、

0451-8641477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陈老师：13480621030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胡老师：13754610589

天津大学
2019年在湖南招生计划

为157人，其中普通批次理科
119人， 投放11大类+1个天
南大合办专业计划； 普通批
次文科8人，投放人文社科大
类专业计划。高校专项（筑梦
计划，理工类）3人；国家专项
（理工类）21人； 艺术类共6
人，其中文史类4人、理工类2
人。招生计划与2018年持平。
另外，还有6名同学通过了该
校的自主招生， 实际招生计
划达到163人。

今年新增人工智能、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网络
空间安全、 智能电网信息工

程、 智能制造工程、 临床医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金融数
学8个专业。

预估录取线： 参照往年
情况，理科3600名希望很大，
3450名把握非常大，2000名
以内保第一志愿； 文科800名
希望很大，650名把握非常大。

★联系方式：
长沙办事处： 长沙市天

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68号天
玺大酒店2211房

长沙办事处咨询热线:�
0731-85169999转2211

招生办公室咨询热线 :
022-27405486

西北工业大学
在湖南招生133人，其中

理工类111人，文史类4人，国
家专项计划18人。

该校今年招生总计划增
加了180人，主要投向优势学
科和国家急需发展的学科专
业方向。新增三个学院，分别
是民航学院、 微电子学院和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新增了
人工智能专业， 从2019年秋

季开始， 三个学院分别招收
100人左右，人工智能专业招
收30人。

★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29-88460206、
029-88492310（兼传真）

招生网址：http://zsb.
nwpu.edu.cn

同济大学
面向全国首推十大特色试

验班，分别是：5个工科试验班，涵
盖“建筑城规景观与设计类”“土
木与环境类”“智能交通与车辆
类”“智能化制造类”“信息类”5个
类别，以及医学试验班、理科试验
班、经济管理试验班、人文科学试
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各1个。

★联系方式：
同济大学湖南招生工作组

联系方式（6月25日后开通）：
宾馆：总机0731-82255888���

转同济大学招生咨询组，湖南省
长沙市芙蓉区蔡锷中路222号

手机：13795344005（张老
师）、17717817371 （胡老师）、
13917937560（王老师）

同 济 大 学 主 页 ：https:
//www.tongji.edu.cn

同 济 大 学 本 科 招 生 网 ：
https://bkzs.tongji.edu.cn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在湖南招生 461

人。该校今年调整分专业录取规
则，实施分专业时“同分取齐”，尽
量满足考生的专业志愿。此次新
增电气大类，包含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自动化两个专业方向。
继续实行校内转专业“转出无门
槛、转入有条件”。

★联系方式：
招办电话：027-68754231

兰州大学
今年新变化：取消专业级差

分，新增人工智能、基础医学专
业。 去年该校在湖南录取的理科
平均分610分， 文科平均分630
分。填报参考排名，理科8000名，
文科1500名。

★联系方式：
招 生 办 公 室 咨 询 电 话 ：

0931-8912116
兰州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

//zsb.lzu.edu.cn

南开大学
今年总计划132人， 文科44

人，理科88人。预估录取线：文科
750名、理科2000名。

★联系方式：
2019年南开大学湖南招生

组入住长沙地址：天下洞庭国际
大酒店祥和楼1909房间（长沙市
天心区劳动西路256号）。

咨询电话：13212289695（姚
老师、组长）、15620047758（陈老
师）、18822226510 ( 曹 老 师 )、
13194672945（安老师)。

长安大学
今年长安大学计划在湖南

招生130人，其中文史类11人，理
科94人，艺术类25人，计划招生
人数与去年大体持平。今年在湘
投放的国家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名额为24个，高校专项计划（即
面向农村户籍学生的圆梦计划）
名额为5个，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3个。

参照去年录取情况，理工类
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对应位次在
9360—12425； 文史类最高分与
最低分的对应位次在 2467—
3177；这些位次区间的考生被录
取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比去年最
低位次低200分之内的考生大胆
报考长安大学，冲一冲，仍有希望
被录取。

★联系方式：
长安大学招生咨询热线：

029-82334990、
029-82334170、
029-82334171。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今年在湖南招收

132人，与去年持平，其中理科79
人，文科53人（含国家贫困专项
34名，高校计划20名）。预估录取
线：理科500名、文科250名。

★联系方式：
2019年浙大湖南省招生组

长沙临时驻地：湖南大华宾馆（长
沙市劳动西路528号）1301、1302
房间。

联系电话：0731-�85509888
转1301、1302。

湖南招生老师的联系方式，
请访问：浙江大学招生网址http:
//zdzsc.zju.edu.cn，点击“湖南
省”招生组。

中山大学
计划总数204人， 理科154

人，文科50人。该校今年新增4个
学院1个专业： 生态学院、 农学
院、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测
绘科学与技术学院。新增天文学
专业，在物理学类（含物理学、天
文学专业）大类中招生。

志愿填报建议：2018年该校
在湖南录取分数线理科为654
分， 湖南学生排名前1817名；文
科为651分，湖南学生排名前514�
名。可作为今年填报志愿的分数
和排名参考。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660038895（郝

老师）、18520491918（赵老师）、
17727683686 （ 陈 老 师 ）、
13567938793 （ 高 老 师 ）、
13416127552（姚老师）

6月25日，在“2019‘双一流’大学招生政策集中宣讲暨高考志愿
填报公益指导会”上，家长和学生正在咨询招生政策。 记者 刘镇东 摄

报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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