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留学生招生

通过免笔试和笔试两种途径招收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学生。

② 港澳台侨招生

通过港澳台免试招生、港澳台侨联考招生、香港地区 “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 招收港澳台侨学生。

境外招生类

保送类
① 竞赛类保送生

招收高中阶段进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国家集训队并获得保送资格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② 外语类保送生

招收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推荐外语类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中具备外语类保送生资格、

符合普通高考报名条件、综合素质优秀、品学兼优、热爱外语专业、身体健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自主选拔类
① 自主招生

招收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符合国家规定条件，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

高中毕业生。获得入选资格的考生高考可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②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招收综合素质优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高中毕业生。

获得入选资格的考生高考可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③ 筑梦计划

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获得入选资格的考生高考可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④ 浙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上海“博雅计划”招生

在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以学生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及高校自主测试成绩为根据的

综合评价录取。

⑤ 数学英才班

招收在数学领域有突出特长的、有志于从事数学研究的普通高中二年级在校学生。

① 邓稼先实验班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邓稼先实验班” 从高考中招收优秀高中毕业生，

培养中国特色核武器科技事业未来领军人才。

② 双学籍飞行学员班

按照空军、海军招收飞行学员简章，经过空军航空大学、海军航空大学选拔，

确定北京大学 “3+1” 军地联合培养模式学员。

国防定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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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s To Pku

① 高考招生

择优录取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高中毕业生。

② 提前批非通用语种

择优录取高考志愿提前批填报非通用语种专业的高中毕业生。

③ 国家专项计划

面向国家贫困专项计划实施区域，以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

通过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招收高中毕业生。

④ 民考汉

招收新疆少数民族考汉语言考生，即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招收新疆少数民族考汉语言考生，即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招收新疆少数民族考汉语言考生，即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招收新疆少数民族考汉语言考生，即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招收新疆少数民族考汉语言考生，即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

⑤ 西藏新疆内地班 西藏新疆内地班 西藏新疆内地班 西藏新疆内地班 西藏新疆内地班

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优秀毕业生。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优秀毕业生。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优秀毕业生。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优秀毕业生。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优秀毕业生。

高考招生类

特殊类
① 高水平运动队

招收田径、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游泳、足球类高水平运动员，招收田径、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游泳、足球类高水平运动员，招收田径、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游泳、足球类高水平运动员，招收田径、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游泳、足球类高水平运动员，招收田径、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游泳、足球类高水平运动员，招收田径、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羽毛球、游泳、足球类高水平运动员，

获得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二本线、二本线65%或单招的优惠政策。获得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二本线、二本线65%或单招的优惠政策。获得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二本线、二本线65%或单招的优惠政策。获得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二本线、二本线65%或单招的优惠政策。获得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二本线、二本线65%或单招的优惠政策。

② 高水平艺术团

招收声乐、舞蹈、管弦乐、民乐类艺术特长突出、综合素质全面、学习成绩优良、招收声乐、舞蹈、管弦乐、民乐类艺术特长突出、综合素质全面、学习成绩优良、招收声乐、舞蹈、管弦乐、民乐类艺术特长突出、综合素质全面、学习成绩优良、招收声乐、舞蹈、管弦乐、民乐类艺术特长突出、综合素质全面、学习成绩优良、招收声乐、舞蹈、管弦乐、民乐类艺术特长突出、综合素质全面、学习成绩优良、

身体健康、符合北京大学录取条件的优秀学生，身体健康、符合北京大学录取条件的优秀学生，身体健康、符合北京大学录取条件的优秀学生，身体健康、符合北京大学录取条件的优秀学生，身体健康、符合北京大学录取条件的优秀学生，

获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一本线或降2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获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一本线或降2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获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一本线或降2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获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一本线或降2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获认定的考生可享受降至一本线或降2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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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北大工作过的陈独秀、李大钊、毛

泽东等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创

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缔造了新中国。从沙

滩红楼的青春呐喊、红色火种，到未名湖畔

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北大人为民族独

立和国家富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这是文化的感召。北大有着极其厚重

的学术文化积淀，又有着挺立潮头的文化

创新品格。李大钊先生说 :“只有学术上的

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

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做第

一流的学术，这是北大永远的追求。中国第

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电子计算机、第

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大陆第一例试管

婴儿、第一套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等等，这

些“第一”都根植于北大创新文化的土壤。

北大还汇聚了一大批学术大师、文化巨匠，

这些都是我们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财富与

根基。

这是人格的感召。鲁迅先生说过：“北

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

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蔡元培老校

长以卓越的眼光推动改革，奠定了中国现

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屠呦呦校友以坚韧

不拔的意志，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挽

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第一位获

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大陆科学家；孟

二冬老师坚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

一字空”，他病倒在援疆的讲台上，直到生

1000 多年前，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从此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人类在历史

上形成的知识和思想汇聚于此，对于未来的系统思考和探索也肇端于此。

120 多年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救亡图存的变革中，标志着中国现代大120 多年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救亡图存的变革中，标志着中国现代大

学制度的开端；100 多年前，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中心与策源地。从此北大就学制度的开端；100 多年前，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中心与策源地。从此北大就

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一代代北大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思想和行动，投身于民族复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一代代北大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思想和行动，投身于民族复兴、

社会进步的历史伟业。

今天，风华正茂的你们即将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郑重的选择。北京大学正是你们一直向往和憧今天，风华正茂的你们即将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郑重的选择。北京大学正是你们一直向往和憧

憬的那座学术殿堂，因为北大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

这是精神的感召。120 多年来，北大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宝贵传统。北大始终站在

时代前沿，矢志兴学图强，引领风气之先，集中体现在一代代仁人志士和优秀知识分子的赤诚爱国

精神与使命担当。

命最后一刻还在牵挂着学生。一代代先哲在

时代洪流的洗礼与北大熔炉的淬炼中，放射

出持久的光芒，陶铸出人格的典范，如月映

万川般滋养涵育着每一个北大人。

一时有一时的趋向，一校有一校的风

尚。无论时空如何变迁，对于一所大学而言，

精神、文化与人格所构成的传统，都是不变

的。北大是极广大的，她开放包容，连接着民

族的过去和将来，沟通着中国和世界，展现

出海纳百川、众流汇激的气度，每个有志青

年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和

路径，开辟出崭新的人生境界，书写出属于

你们自己的北大传奇。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教育的意义在

于让受教育者在面向未知的世界中，为生命

的展开找到支点。北大是你们求知的圣地、

发展的舞台，是你们前行的动力、坚强的支

撑。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你们，将在这里

体验探索未知、创造新知的快乐。

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大考察时，向青年学生提出了“爱国、励志、

求真、力行”的希望，这将激励你们努力成长

为“德才均备，体魄健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亲爱的同学们，北大敞开怀抱欢

迎你们！我们在北大等待着你们！



摄影 ／ 孙耀明 ／ 法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成为内地唯一10个学科均进入全球TOP100的高校

学科  内地排名 世界排名

艺术与人文 1 23

商科  2 23

临床专业 2 51

计算机科学 2 32

工程与技术 1 14

生命科学 2 19

社会科学 1 23

物理学    1 19

心理学   1 56

教育      1 26

北京大学21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

年度 学科数量 北大进入全球前1%的学科

2002 4 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

2003 6 新增  临床医学、数学

2004 7 新增  地球科学

2005 8 新增  动植物科学

2006 9 新增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2007 10 新增  环境/生态学

2008 12 新增  社会科学、药学与毒理学

2009 14 新增  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2010 15 新增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2011 17 新增  精神病学/心理学、经济学与商学

2012 18 新增  农业科学

2013 19 新增  免疫学

2016 21 新增  微生物学、多学科

      学科门类  学科 全国排名 全球排名

       自然科学  地理学 1 16

                                          化学 1  18

                                    物理与天文学 2 19

 数学 1 20

                                       材料科学 2 21

                                       环境科学 2 21

                                    地球海洋科学 1 27

      工程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2 18

  机械与航空制造工程 2 21

  电气与电子工程 2 26

 土木结构工程 4 51-100

   社会科学与管理 法学 1 23

 会计与金融 1 24

  社会政策与管理 1 26

 社会学 1 26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 1 30

 工商管理 1 32

 国际政治研究 2 33

 图书馆与信息管理 2 35

 统计学与运筹学 3 46

 人类学 1 51-100

 传媒研究 1 51-100

 体育相关学科 1 51-100

 教育学 2 51-100

      艺术与人文 现代语言学 1 10

 语言学 1 17

 历史 1 22

 考古学 1 30

 哲学 2 50

 艺术设计 4 51-100

 英语语言学 1 51-100

   生命科学与医学 解剖生理学 1 21

 牙医学 1 23

 药学与药理学 1 32

 生物科学 2 38

 医学 1 51-100

 护理学 1 51-100

 心理学 1 51-100

北京大学24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美国ESI基本学科指标数据库

《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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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2019

北京大学
世界排名第31名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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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s
2019年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
2019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Brochure

2017年9月公布的

“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

共有108个学科，

其中北京大学41个学科进入名单，

入选数量居全国高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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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北大
北京大学概况 

中国最高学府

Impression 
Of  Peeking  University

1898年 创立京师大学堂，
为北京大学前身

1898 1910年 开办本科教育

1910 1912年 更名北京大学校，
严复出任首任校长

1912

1917年 蔡元培出任校长，
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并包主义”

1917

1919年 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

1919 1937年 与国立清华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
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 1938年 南迁昆明，
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

1952年 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
入北大，校址迁入燕园

1952

2014年 启动北京大学综合改革

2014 2017年 北京大学41个学科入选
“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

2017 2018年 建校120周年，北京大学
踏上新征程

2018

1998年 百年校庆，启动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1998 2000年 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
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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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精神魅力的大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基地。

一百多年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北大薪火相传，

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

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图世上风云会，惟有山中日月长。

无论世事如何更替，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着“民主和科学”的灵魂，

从这片园子里面走出的人都会深深打上北大的“烙印”，具备特殊的精神气质。

“百余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

他们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她当得起这句称赞。

中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

北京大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中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

特别是理科，有着最悠久的历史和最深厚的积淀，我国第一个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专业皆诞生于此。

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

奠定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在全国长期的领先地位。

北京大学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新型工程科学、医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北京大学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新型工程科学、医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

和语言科学等多门类、多学科体系，是目前国内学科设置最齐全的大学之一。和语言科学等多门类、多学科体系，是目前国内学科设置最齐全的大学之一。

 国家重点学科（二级） 25 ⊙ 

⊙  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    3

国家重点学科（一级）18 ⊙ 

⊙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49

⊙  博士后流动站 47

⊙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1

⊙   院系  68
⊙   本科专业  125

博士学位点  258 ⊙ 

硕士学位点   282 ⊙ 

中国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大学

历史上，北京大学群星璀璨，大师云集。

一百多年来，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大师，涌现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教育家。

今天，北京大学已经形成一支由各研究领域杰出人才组成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始终坚持名师、教授为本科生讲课和指导本科生的优良传统。

蔡元培 毛泽东 冯友兰马寅初 李四光梁漱溟鲁迅 沈从文陈独秀李大钊

中国科学院院士

78

中国工程院院士

18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30

北京大学博雅教授

77

长江学者

250

254254254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

171717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

41

64

169

42

“千人计划”入选者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万人计划”入选者

12 13

2019 北京大学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你的北大  等你体验



中国最好的人才摇篮

北京大学肩负推动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使命，百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国实际、

能够充分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优势的本科教育模式，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德才均备，体魄健全”的卓越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校友中已有6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2人成为“两弹一星”元勋，近500人当选两院院士。

北京大学不仅涌现了李政道、邓稼先、杨振宁、钱三强、于敏、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唐敖庆、裴文中、黄汲清等一大批科学巨

匠，也出现了冯友兰、徐志摩、茅盾、朱自清、俞平伯、罗常培、顾颉刚、傅斯年、范文澜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国士大师。

2015年，屠呦呦校友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大学 

北京大学自创立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大学，

同时也是国内最具开放性的大学，每年到访北京大学的外宾既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也有蜚声海内外的学界泰斗，100多位国家元首政要、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北大发表过演讲，

来访人数雄踞国内高校榜首。

目前，北大已与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8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签署校际交流协议，

与80余所世界知名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每年700余位外籍专家学者到北大传道授业，

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和国际知名学者。

求学环境最理想的中国大学

北京大学为学生提供了一流的学习生活条件。

校园又称燕园，前身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

包括勺园、畅春园、淑春园、朗润园、镜春园、鸣鹤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处处雕梁画栋、飞阁流丹。

不仅有亭台楼阁等古典建筑，而且山环水抱，湖泊相连，古木参天，堤岛穿插，步移景异。

未名湖、博雅塔清雅灵秀，图书馆、大讲堂气势恢宏，是读书思考、修身养性的最佳所在。

美丽的湖光塔影伴随着大师的背影，构成了燕园中最美的风景。

100多位国家元首政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北大发表过演讲

100
与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80余所高校和

研究机构签署校际交流协议

60

摄影 ／ 孙耀明 ／ 法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摄影 ／ 孙耀明 ／ 法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

印象北大
北京大学概况 

Impression 
Of  Pe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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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针      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

培养目标      培养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健康体魄与健全人格、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的卓越人才

北京大学是国内目前学科最齐全的大学之一，

设有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理学、信息与工程、医学等6个学部，

共有11个学科门类，48个本科专业门类，125个本科专业。

学校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

努力使学生获得最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多样化的专业教育模式
北京大学充分尊重学生选择，构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荣誉课程等

适合不同志趣学生的多层次跨学科课程体系。

各院系梳理凝练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模块化培养方案，增大研究性学习项目和实践技能训练项目的比例；

在条件成熟的院系设立“荣誉学士学位”，激励学生选修更具挑战性的课程并参与实践创新。

●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北京大学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人类未来发展、思想

文化创新和基础科学前沿，充分发挥北京大学综合

学科优势，进一步拓展学科覆盖范围，全面推动拔尖

人才计划 2.0 在各培养环节的建设和开展。

● 元培学院博雅人才培养
探索完善元培模式，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

和大学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

业教育，在学习制度上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

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

● 学科大类培养
本科生按学科大类招生，

在完成前两年基础课后，

在院系和学科大类内选择

合适的专业方向。

人才培养
通往学术的门

Talent Cultivation

北京大学坚持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把通识教育理念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

以“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为目标，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摄影 ／ 孙耀明 ／ 法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

体系化的通识教育课程

3 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人文、自然与方法三大类

62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6
数学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哲学与心理学
历史学
语言学、文学与艺术
社会可持续发展

六大领域

300门 通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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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化的学习生活体验

北京大学的教学以发现和探究为中心，实施导师制、本科生科研项目、实验与实践课程和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等相结合的教学体制，鼓励教师参与本科生“小班课教学”改革、利用慕课等形

式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探索，激发学生获取新知、探索未知的潜能。

此外，学校开设独立实验课程，向本科生开放科研实验室，建设“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北京

大学极客实验室”等自主科研创新平台；改造教学楼公共空间、图书馆和校内公共区域，增加互

动讨论区、交流活动区，促进师生交流 。

学校自2012年正式启动“小班课教学”，推进

大班授课与小班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潜力。

小班课教学

自由化的专业选择

北京大学鼓励跨学科专业学习，设立学生自主选修学分，加大非本院系

课程比重，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跨学科学习。

积极建设跨学科的本科教育项目，开设“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

生物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等跨学科专业和“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严复班”等跨学科

项目，探索辅修学位申请制和双学位课程同质化管理，即辅修和双学位

与主修课程采用相同教学和考核标准。

需专门申请，在学习年限内修完主修专业同时，

完成双学位专业的课程及学分即可获得双学士学位证书。

双学位 

无需申请，在学习年限内修完主修专业同时，

完成辅修专业规定的课程及学分即可获得主修与辅修专业合一的毕业证书。

辅修

摄影 ／ 肖溢文 ／ 人口研究所2016级硕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
通往学术的门

Talent 
Cultivation

18 19

专业名称 双学位 辅修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 √

物理学专业 √ √

天文学专业 √ √

大气科学专业 √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 √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 √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 √

生物科学专业 √ √

地质学专业 √ √

地球化学专业 √ √

地球物理学专业 √ √

空间科学与技术专业 √ √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 √

心理学专业 √ √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 √

历史学专业 √

√

√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

哲学专业 √ √

国际政治专业 √ √

外交学专业 √ √

国际政治专业（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 √ √

专业名称 双学位 辅修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

金融学专业 √

保险学专业 √

财政学专业 √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 √

工商管理专业（创新创业管理方向） √ √

法学专业 √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 √

社会学专业 √ √

艺术史论专业 √ √

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 √ √

工程力学专业（工程结构分析方向） √ √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方向） √ √

航空航天工程专业 √ √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 √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 √

环境科学专业 √ √

环境工程专业 √ √

经济学专业 √

√

√

化学专业 √

土耳其语、德语、日语、法语等 √

药学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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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

JPN-日本

新加坡国立大学

SIN-新加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澳大利亚

大洋洲
2 个国家

17 所合作院校及机构

非洲
3 个国家

7 所合作院校及机构

亚洲
19 个国家

121 所合作院校及机构

欧洲
28 个国家

139 所合作院校及机构

20 21

剑桥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GBR-英国

柏林自由大学
洪堡大学 

GER-德国

2019 北京大学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你的北大  等你体验

哈佛大学（北大-哈佛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
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北大-斯坦福中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SA-美国

多伦多大学

CAN-加拿大

北美洲
4 个国家

80 所合作院校及机构

南美洲
5 个国家

20 所合作院校及机构

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

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 海外交流
从这里走向世界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00 余位

国家元首和政要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金融投资家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剑桥大学校长
斯蒂芬•图普
Stephen J. Toope

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 
凯文•迈克尔•拉德
Kevin Michael Rudd

俄罗斯联邦总理 
梅德韦杰夫
Dmitri Anatolyevich Medvedev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科菲•安南
Kofi Annan

足球明星
大卫•贝克汉姆
David Beckham

耶鲁大学校长
彼得•沙洛维
Peter Salovey

前英国首相
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前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
Michelle Obama

著名语言学家
贝罗贝

Alain Peyraube

2013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弗朗索瓦•恩格勒
François Englert

著名气候学家
詹姆斯•汉森

James Hanse

著名历史学家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著名传播学者
丹•席勒

Dan Schiller

著名社会学家
安德鲁•阿伯特

Andrew Abbott

哈佛大学校长
白乐瑞

Lawrence S. Bacow

海外交流
从这里走向世界

频频造访的社会名流

北京大学常常迎来全球学术大师、政坛翘楚、学界名流。

学校启动“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每年都会邀请多位世界级顶尖学者来北大举办讲座、

开设课程、开展合作研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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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见识和胆识。

一个人的成功通常要具备三种能力。

北大不仅用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渊博的学识，而且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培

养学生开阔的见识和过人的胆识，让每一位北大学子离开校园时，都具备

挺立潮头、兼济天下的气魄和能量。

北京大学始终将学生的职业规划纳入学校人才培养的整体工程中，支持帮

助学生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以“精准就业体系”为支撑保障

以重点地区、重点用人单位为重点服务对象，加强与“人才合作伙伴”的

精准合作，大力拓展就业领域和渠道。2018年共举办940余场企事业单位

校园宣讲会；分行业、地域举办50余场大中型就业及实习双选会，吸引

3000多家用人单位进校选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推进北大“家•国”战略

大力倡导毕业生“回家乡做贡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引导广大

学子赴西部与基层就业，先后与20多个省市共同实施“人才林”工程，开

展定向选调生或专项人才合作。

《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毕业生就业能力

Times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Employability University Ranking 

大陆排名 1st

  全球排名 19th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发布 2018 全球毕业生就业能力排行榜

（Global Employability University Ranking 2018）

北京大学持续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入围榜单排名最高的大学，

位列全球第19位，连续多年蝉联内地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榜首。

职业规划
北京大学概况 

Career 
Development

24 25

2019 北京大学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你的北大  等你体验



毕业去向

本科毕业生签约单位情况分析

职业规划
北京大学概况 

Career 
Development

DEU-德国

3人－多伦多大学

2人－麦吉尔大学

4人－墨尔本大学

6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AN-加拿大

AUS-澳大利亚

JPN-日本

SIN-新加坡

CHE-瑞士

HK-中国香港

4人－新加坡国立大学

9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4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14人－香港大学

9人－香港科技大学

18人－东京大学

毕业生境外深造情况

2018年北京大学校本部本科毕业生共计2693人，

毕业去向以升学为主，其中国内升学1189人，占比44.15%，

境外深造817人，占比30.34%；

另外，签就业协议、灵活就业634人，占比23.54%。

其他53人，占比1.97%。

2018年从签约单位性质来看，

到企业工作毕业生人数占签就业协议毕业生人数的58.16%

（包括民营企业21.28%，国有企业14.89%，三资企业21.99%），

其次是党政机关，比例为24.82%。

2018年，校本部本科毕业生境外深造人数为817人

比例为30.34%，其中536名本科毕业生赴世界排名前50名的境外高校留学深造

（根据2018-2019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占境外深造

总人数的65.61%。具体情况见上表

11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5人 －剑桥大学

11人 －牛津大学

11人 －伦敦大学学院

9人－爱丁堡大学

3人 －伦敦国王学院

2人－伦敦帝国学院

…… ……

GBR-英国

11人－耶鲁大学

10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5人－杜克大学

19人－密歇根大学

31人－卡耐基梅隆大学

1人 －华盛顿大学

19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4人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4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4人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4人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 ……

USA-美国

7人 －加州理工学院

12人－斯坦福大学

16人－麻省理工学院

26人－哈佛大学

49人－芝加哥大学

15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65人－哥伦比亚大学

16人－康奈尔大学

8人－西北大学

24人－纽约大学

16人－普林斯顿大学

19人－宾夕法尼亚大学

26 27

30.34%
境外深造

23.54%
签就业协议、
灵活就业

44.15%
国内升学

国内升学
签就业协议
灵活就业

境外深造
其他

1.97%
其他

3人-慕尼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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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与燕园谈场恋爱

Campus life

北大校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全国稳定看北京，北京稳定看北大，北大稳定看食堂。”

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吃好了才能学习、搞科研。

北大食堂既提供以家常菜为主的基本伙食，也有调剂口味的地方风味饮食，

还有各色各样的西餐、面包糕点等。

勺园的香锅、农园的沙县小吃、松林的包子、学五的鸡腿饭，

每一口都是不可复制的北大记忆。

正在建设的约3.4万平方米的餐饮综合楼，

也将提供更完善的餐饮服务。

摄影 ／ 谭诗颖 ／ 新闻与传播学院15级本科生

酸汤杏鲍菇鸭片 ／ 燕南美食 ／ 9元 河南烩菜 ／ 艺园食堂 ／ 6元

炖羊杂汤 ／ 佟园食堂 ／ 6元

砂锅酸菜鸭汤 ／ 学五食堂 ／ 12元 东北乱炖 ／ 学一食堂东厅 ／ 7元

腌笃鲜 ／ 勺园食堂 ／ 10元

也将提供更完善的餐饮服务。

吃在北大
不吃好哪有力气学习

摄影 ／ 何昱颉 ／ 教育学院14级硕士研究生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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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与燕园谈场恋爱

Campus life

学在北大
最好的时光，是读书的岁月

北大不仅有藏书宏大丰富、学科齐全的图书馆可以供学生在知识的海洋尽情徜徉，

分布在图书馆周边的一教、文史楼、理教以及二教、三教、四教、电教等

也是北大学子的主要学习场所。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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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与燕园谈场恋爱

Campus life

玩在北大
一场文化的自我塑造

260余个学生社团，山鹰社、爱心社、中乐学社、学生国际交流协会、街舞风雷社、魔术爱好者协会、

自行车协会、模拟联合国协会……每学期初都会上演一场万人空巷的百团大战。

1.26万平方米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常年提供国内外顶级的音乐会和各类艺术演出、讲座报告、电影作品和名家展览。

体育文化节、冬季越野跑、十大高校300公里徒步马拉松、五四夜奔、运动达人积分赛、“青春炫跑”Color Run等

体育项目提供完善人格的竞技擂台。

十佳歌手、北大剧星、新年联欢晚会、毕业晚会以及屡获殊荣的学生艺术团的精彩演出，

更是为师生们带来五彩斑斓的文化盛宴。

摄影 ／ 何昱颉 ／ 教育学院14级硕士研究生摄影 ／ 孙耀明 ／ 法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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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曹若晨 ／ 外国语学院2015级本科生

校园生活
与燕园谈场恋爱

Campus life

运动在北大
P大的运动指南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这是北大永远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一生所倡导的体育教育。

燕园虽小，运动场俱全，从南至北有五四体育中心、邱德拔体育馆、

第二体育馆、第一体育馆等，

完善的设施和丰富的项目为喜爱运动的同学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

获得CUBA冠军的北大男篮、又登顶峰的北大山鹰，

每个北大人心中都有一个颇具重量的体育话题。

运动场上竞技的身影，俨然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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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介绍

Schools 
& Departments

2019年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
2019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Brochure

摄影 ／ 任翔 ／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14级博士研究生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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