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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终选拔与试点方案以入校后发布的通知文件要求为准。

试点专业

工科试验班（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
飞行器动力工程（新工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新工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工科）
自动化（新工科）

电子信息工程（CDIO试点班）
飞行技术（卓越试点班）
工商管理（卓越试点班）
交通运输（卓越试点班）
交通管理（卓越试点班）

英语（客舱安全与管理）

选拔时间

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二学期
第二学期

第二学期

面向对象（2021级）

全校本科理工、选考科目含物理

工科试验班（航空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自动化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飞行技术专业
工商管理类
交通运输专业
交通管理专业

工商管理类、英语、
法学及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

预计规模（人）

待定
30
30
40
40
120
40
40
40
40

40

1.问：学校有哪些卓越工程师、新工科人才培
养改革与试点项目？入校专业选择空间如何？

答：中国民航大学依托我校的教育部卓越工
程师教育培养试点计划、教育部新工科改革试点
项目及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为载体，在多
达10个专业中开设“卓越工程师”试点班、新工
科试点班等小班教学改革，上述各专业的选拔类
型及规模列表如下：

2.问：学校有中外合作办学吗？中欧航空工
程师学院有什么特点？

答：有，我校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是经教育
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由中国民航大学
与法国航空航天大学校集团（GEA）于2007年合
作创办的中国唯一一家航空类精英工程师学
院。学院系统引进法国精英教育模式，兼顾我国
高等教育体系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要求，采取

“本硕一贯制”的培养模式，基础学制为6.5年。
招生专业为工科试验班（中欧航空工程师），本科
专业为飞行器动力工程，硕士研究生专业为机械
（航空工程），研究方向包括飞机结构与材料、航
空推进系统、航空电子系统。毕业颁发：

■中国民航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工学学士学
位证书

■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法国工程师学衔委员会（CTI）颁发的工
程师学衔证书

2011年学院被纳入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2013年获得法国工程师学衔委员

会（CTI）的最高等级认证，同时获得欧洲科学与
工程硕士认证；201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为学校颁发了“中法大学合作优秀项目”证书；
2017年通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核性评估；2019年再次
获得法国工程师学衔委员会（CTI）的最高等级
认证；2021年与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签
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成立“大飞机
班”，助力祖国大飞机事业。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致力于培养从事航空
工程领域研发、制造与运行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端
人才。毕业生主要到航空航天研发制造、运行维
护、交通科技、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企业与科研院
所就业，或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读博深造。历届学
生就业率（含读博深造）约为100%。

主要就业单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欧
洲空客集团、法国赛峰集团、法国泰雷兹集团、美
国霍尼韦尔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

主要读博高校：法国国立民航大学、法国国立
高等机械与航空技术学院、图卢兹国立综合理工学
院、里尔第一大学、里昂中央理工大学、图卢兹南部
比利牛斯联合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属于精英教育，招生形
式分直招和校内选拔两种。对于直招，是指从部
分省份高考学生中直接招收专业名称为“工科试
验班（中欧航空工程师）”的新生；对于校内选拔，
是指从当年被中国民航大学其他本科专业录取
的新生（限理工科或选考科目为物理）中择优遴
选。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招生计划为130个，在
天津市拟招收4人，未录取的考生还有机会通过
校内选拔进入，凡是符合新生转专业标准即视为
符合中欧学院的校内选拔标准，一般在新生入校1
个月内选拔完成转入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就读。
2021年在天津市直招录取分数条件为超特殊类型
文化最低控制线65分（及）以上方可填报。

如有更多疑问可登录我校中欧航空工程师
学院网站，或致电022-24092874、24092569。

3.问：学校专业水平如何？是否通过了国内
外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答：目前我校共有两个专业（学院）通过了国内
外相关的专业认证，标志着我校相关专业已进入国
内乃至国际航空类人才培养的领先或优势地位。

本科交通运输专业已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有效期6年），成为全国首家通过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航空类方向的交通运输专业。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已获得法国工程师学衔
委员会（CTI）最高等级认证，同时获得欧洲科学与
工程硕士认证，成为法国工程师学衔申请史上首家
初次申请即获得最高等级认证的办学机构。

除此之外，通信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
器制造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正处于教育部
工程教育认证或国际航空认证委员会（AABI）认
证过程中。

一所“研飞、助飞、护飞、会飞、能飞”的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隶属于中国民航局，是中央部属重点高校，是中国民航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科
技创新的最高学府和主基地、主力军，致力于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民航大学”。现拥有安全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11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6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34个本科专
业，6个专科专业，学科专业覆盖民航主要业务领域，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资格，现有1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目标是：“顶尖安全，一流交通，知
名航宇，精品信息，交叉理学，特色人文”。

1.问：学校2021年招生总数是多少？有
保研吗？院系及专业设置有何变化？

答：我校2021年在天津市本科层次招生
计划预计为171人，其中本科提前批（飞行技
术专业）预计为60人，普通本科批预计为111
人；专科批次招生计划预计为33人。

我校具有保研资格（即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亦简称推免），
近三年保研生中在我校和双一流高校深造的比
例超过95%以上。

为了更好支撑学校博士点发展，打造“顶
尖安全”的学科专业发展目标，学校2021年新
设立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有安全工程、信息
安全、应用心理学三个本科专业；另一方面，围
绕民航领域交通运输工程发展需要，以机场学
院、通用航空学院为基础，整合经管学院的相关
资源，学校也组建了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有
交通工程、土木工程、物流管理、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五个本科专业。

相应2021年两个大类招生所包含的专业
也有所调整，即：“工商管理类”所包含的本科
专业调整为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经济
与金融四个本科专业；“工科试验班（航空工程
学院）”所包含的本科专业调整为飞行器动力
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材料科
学与工程四个本科专业。

2021年中国民航大学本专科各招生专业
设置请登录我校网站查询。

2.问：2021年招生政策有何变化？

答：今年的招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变化。
第一，包括天津市在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普

通本科批次招生计划数量均有较大程度增加；
第二，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在天津市录取

分数标准调整为：“不低于特殊类型文化控制
线65分”，以满足更多考生的就读需求；

第三，明确了对部分学院的学生实施“准军
事化”管理的要求。涉及专业包括飞行技术、交
通运输、交通管理、应用气象学、航空服务艺术与
管理、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保等。准军事化管
理是通过实施系列规范制度体系，使学生在规范
的学习、生活、训练秩序中，提升政治素质、养成
优良学风、锤炼过硬作风、强化组织纪律观念、增
强协同意识、保持身心健康，加强作风养成；

第四，飞行技术录取规则有所变化。招飞
录取最低控制线为当地高考文化课总分的
60%，英语单科成绩需达到95（及）以上。

3.问：学校所有专业都需要面试吗?

答：不是。我校只有飞行技术、空中乘务、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以及艺术类本科专业
航空艺术服务与管理需要提前面试合格后方
可报考。凡面试测试合格且超过相应批次最
低控制线的考生，均可在高考志愿中积极填报
我校，以免错失录取机会。

4.问：学校对考生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吗？
只招男生吗？是否会因为不符合专业报考要
求而退档？

答：根据《中国民航大学2021年本专科招
生章程》第十六条规定以下考生原则上不予录
取：生活不能自理；任何一眼矫正到4.8镜片度
数大于800度或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4.8镜
片度数大于400度；斜视；嗅觉迟钝；口吃；两耳
听力均在3米以内或一耳听力5米以内，另一耳
全聋者；肝功能不正常者等。以上要求是我校
的基本报考要求，凡是有以上情况者务必慎重
填报我校任何专业。
由于民航行业岗位资质特点，个别专业还

对考生有一定的报考条件要求和建议，如性
别、视力、听力等，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仅招收男生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交通运输、交通管理、电子信息工程
等；仅招收女生专业为：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空中乘务。除乘务类以外，以上专业只是在高
考志愿填报过程中进行性别限制，入校后仍可
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转入相关专业就读。
第二，每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0的专业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交通运
输、交通管理、工科试验班等，其中交通运输专
业每眼镜片度数不大于400度。
第三，不招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为：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飞行
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工业工程、交通运输、交通管理、安全工程、应
用气象学、通信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材料化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工科试验
班、材料科学与工程、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
电子设备维修、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第四，除报考民航运输服务、民航安全技术

管理两个专业的考生有身高建议（建议女生不
低于163厘米、男生不低于172厘米）以外，其余
专业不限制身高。
只要满足我校基本报考要求的考生，若服

从专业调剂便不会因为不符合以上四类的专
业报考条件而退档（飞行、乘务类需提前面试
的专业除外）。

5.问：学校的录取政策是什么？专业安排
有分数级差吗？

答：我校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按照各
省市区招生委员会的招生工作及实施办法，依
据我校2021年度招生章程开展录取工作。对
于高水平运动队、飞行技术等特殊类型具体录
取办法参见相应招生简章。
录取政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依据投档

成绩（含政策性加分）排序”，“分数优先”，“不
设专业志愿级差”，对于按专业组投档的高考
综合改革省份，还继续实行“同分取齐”录取原
则，也就是若进档考生的投档成绩相同，则将
处于竞争关系的同分考生都录取到竞争专业，
避免被调剂，等等。详见2021年招生章程。

6.问：多少分能被学校录取？

答：建议考生参考上一年度或近三年录取
最低分对应“位次排名”和同批次我校招生计划
增减因素，综合考虑进行志愿填报。录取期间，
我校将按标准逐一查询考生电子档案中的体检
表（即高考体检结果）进行专业安排录取。在符
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的基础上，对于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我校基
本录取要求的进档考生，进档后不退档。

7.问：新生进校后，是否对身体进行复查，
对复查不合格的学生，如何处理?

答：是的，对于不符合招生体检条件者，学
校将在充分尊重学生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处
理。但对于招飞入校体检不合格，则需要按照
学校飞行技术学籍管理规定处理。如有更多
关于招飞的疑问可登录中国民航大学招飞信
息网，或致电022-24092508。

招生基本政策及报考条件 中外合作办学 卓越工程师计划
专业认证等人才培养模式与改革成果

收费标准
及住宿条件

1.问：各专业学费、住宿费如何？宿舍有
空调吗？

答：学校按照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批准的学费
标准收费。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每年学
费15000元，其余本科专业每年学费5200-5800
元；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每年学
费10000元，其余高职专业每年5500元。住宿
费：4人间每生每学年1200元、6人间每生每学
年800元。以上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以最终价
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执行。中欧航空工程
师学院目前学费标准仍执行天津市发改委通
知（津发改价费[2013]1220号）要求，即本科层
次每年每人 5800 元，研究生层次每年每人
10000元，空调现已全面覆盖宿舍。

2.问：学校是否有分校区？

答：我校目前本部设在天津市东丽区津北
公路2898号，除了用于飞行训练的辽宁朝阳飞
行学院、新疆天翔航空学院、内蒙古飞行学院
等基地以外，目前在校生均在天津校本部就读
和住宿，所谓北校区、南校区仅一路之隔，均在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2898号。

1.问：对于考生有没有“入校转专业”等激
励政策？

答：普通类型本科生有多种转专业通道。2021
年普通类本科新生的入校转专业申请条件为：
（1）高考投档成绩超该省一本线（或特殊

类型最低控制线）90分以上者（含）（按750分满
分计）；
（2）所有省份文科、理科、综合改革等科类

高考投档成绩位于我校在该省份本科批次录
取人数的前10%者；
（3）对于高考综合改革地区，选考科目在

“物理、化学”中有任一门满分者。
以上3项条件满足任意一条即可。
符合以上三者之一条件的新生可在入校

时申请转专业，只要满足相关转入专业的身体
报考条件及选考科目要求即可无门槛转入。

2.问：你校奖学金、助学金的设置情况如何？

答：2020年，我校由国家、学校、社会各界
出资设立的各类奖助学金共计30余项，奖助
金额达5600余万元。其中奖励类奖学金21
项，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资助类奖
助学金9项，用于奖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2020 年度各项奖助学金可覆盖全校约

50%的学生。

3. 问：你校学生毕业后，就业政策是什
么？就业有何优势？

答：在国家就业政策指导下，学生和用人
单位双向选择，学生自主择业（除订单生或定
向就业生外）。国内外主要民航企事业单位每
年均进驻我校召开专场校园招聘会，同时学校
还邀请国内外各类企事业单位，每年举办春、
秋季至少两场次的校园就业双选会。考生几
乎足不出“校”，实现就业。

根据中国薪酬网发布的中国大学毕业生
薪酬排行榜，学校毕业生连续多年进入全国
百强。根据第三方机构对我校近四届毕业生
培养质量调查，毕业生从事与民航事业相关工
作均保持在85%左右；2020届毕业生有44.72%
的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就业；就业
于 10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占比达
70%；有61%的毕业生就业于国有企业；就业人
数前3位的单位类型分别是航空公司、机场和
航空维修单位，比例分别为58.92%、11.00%、
10.44%；就业人数超过100 人的单位有中国国
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四川航空、深圳航
空、长龙航空等九家民航企业单位。

转专业及就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