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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换道西浦 赢得未来

西浦目前开设48个本科专业及方
向，涵盖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
学、艺术学、法学及教育学八大学科门
类。西浦按照专业大类进行招生，考生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只需选择大类，而非
大类内的专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
生主管部门编印的《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专业和计划》中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招
生专业类名称，仅用于学生高考志愿填
报。2022/23学年入学的新生在大一第
二学期可在所有本科专业中进行专业选
择。关于专业选择的具体细则，学生可在

入学后参考《专业选择和转专业政策》。
西浦众多专业获得了国际权威行

业认证，这些权威认证体现了西浦享誉
全球的培养质量，同时提高了毕业生在
全球范围内的就业竞争力。目前，西浦
取得的国际行业认证包括：国际高等商
学院协会（AACSB）、欧洲质量发展认
证体系（EQUIS）、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RIBA）、英国皇家生物学会（RSB）、英
国皇家化学学会（RSC）、英国工程技术
学会（IET）、英国工程委员会监管机构
（JBM）等20余项国际认证。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数字媒体技术
通信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工业设计
机械电子工程（机电一体化与机器人系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智能制造工程*
机器人工程*
物联网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生物科学
生物信息学
环境科学
应用化学
应用统计学（生物统计学方向）
药学
生物制药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精算学
金融数学

是否设2+2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设2+2
不设2+2
不设2+2
不设2+2
是
是
是
是
不设2+2
待定
待定
是
不设2+2
是
是

专业名称

经济与金融
经济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会计学
国际商务(国际商务与外国语)
人力资源管理
供应链管理*
英语（金融英语）
英语（国际商务英语）
英语（应用英语研究）
英语（传媒英语）
翻译
传播学
汉语国际教育
数字媒体艺术
广播电视学
影视摄影与制作
艺术与科技*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城乡规划
建筑学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是否设2+2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设2+2
不设2+2
是
是
是
待定
是
不设2+2
不设2+2
不设2+2
不设2+2
不设2+2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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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标“*”的专业为我校融合式教育专业。面对未来，西浦开创性地提出了融合式教育模式，通过
大学与企业、行业和社会的深度合作，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行业教育、创业教育、管理与领导力教育融
合起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驾驭未来新发展的行业精英和业界先锋。

院校专业组
序号

院校专业组1

院校专业组2

院校专业组3
院校专业组4
院校专业组5

专业类

数学类
电子信息类
土木类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类
外国语言文学类
生物科学类
化学类
建筑类

选考科目要求

物理（必须选考）
物理（必须选考）
物理（必须选考）
不提科目要求
不提科目要求
不提科目要求
物理|化学|生物（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物理|化学（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物理|历史|地理（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大类计
划数

10
28
1
16
25
8
8
2
12

院校专业
组计划数

39

49

8
2
12

2022在津招生计划

本科招生

西浦招生微信公众号西浦天津咨询QQ群

专业设置 传承经典 着眼未来

西浦简介 强强联合 传承创新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文简称“西
浦”，英文简称“XJTLU”）是经中国教育
部正式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
物浦大学于2006年共同创办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校园位于
“人间天堂”苏州。

西浦目前开设48个本科、44个硕
士和16个博士专业及方向，涵盖理学、
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法
学及教育学八大学科门类。学生本科
毕业可获得西交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
本科毕业证书，以及利物浦大学学士学
位。目前注册学生20000余名，其中硕
博士研究生约3000名。学生和教师来
自约100个国家和地区，构成多元活跃
的国际化社区。

西浦以其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可，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
的标杆”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
路者”。

大学特色 博学明道 笃行任事

1.严谨的学风，国际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

西浦旨在培养知识、能力与素养
兼备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
专业人才。大学采用一流的中英双重
教学管理体系，保障了符合国际标准
的教学质量。所有课程严格按照英国
质量保证体系进行，符合英国教育质
量评定标准，同时也满足中国教育部
的学位评定要求。

2.国际化师资，自由多元的学术社区

西浦按照世界知名大学标准全球
选聘师资，现有教研人员近 1200 名。
90%以上的拥有海外工作经验或求学
经历，学术教师大多拥有国际知名大学
博士学位和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经验。
来自约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共同
组成多元的国际化学术社区。

3.全英文教学，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

西浦专业课程采用全英文教学，无
缝连接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国际学术
社区。全方位支持本科生参与科研，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在国际主流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参加国际会议，活跃
于各项国际大学生学科竞赛中，凭借出
色的学术实力屡创佳绩。

4.世界级校园，多彩丰富的校园文化

西浦为师生提供了一流的教学和
学习条件，营造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
校园氛围。西浦各类学生社团170余
个，开设各类选修课程50余门及艺术
精品课程20余门，每年举办大型艺术、
体育活动百余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校
园文化生活。

5.2+2/4+X，灵活的留学模式

“2+2”：前两年在西浦学习，后两年
在利物浦大学学习；
“4+X”：在西浦完成学业，毕业后

选择留学深造或直接就业；
“100+”：与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

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交换项目和科研合作。
6.苏州+长三角，广阔的就业前景

西浦坐落于“人间天堂”苏州，毗邻
上海，仅苏州工业园区就汇聚了5000
多家外资企业及世界500强投资项目
和科研中心。

广阔前景

选择西浦 拥抱世界 赢得未来

截至2022年，西浦已有12届国内
本科毕业生，毕业人数近2万人，其中
约85%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选择就
业的学生则广泛就职于世界 500强、
中国500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高校
等国内外知名企事业单位。2021届西
浦国内本科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为
94.91%，85.74%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
造。其中，选择升学的毕业生中，
33.73%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院校；
85.81%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院
校。西浦累计12届、近5届以及2021
届的本科毕业生深造率数据显示，西浦
本科毕业生前往世界一流大学深造的
比例不断攀升，并在全国保持领先。

学费与奖学金

2022年入学费用（以当年招生简

章为准）

学费：人民币8.8万元/学年，超过
专业培养计划的学分按学校学分制实
施办法另行收取。

住宿费：大一统招新生原则上统一
安排四人间宿舍，住宿费用为 2200
元/学年。大二后，大学根据学生就读
专业所在地及政府提供的房型进行二
次调配，费用在 2200 元/学年-14640
元/学年不等。代收费：人民币2000元/
学年（含教材费、打印费等，多退少补）

留学费用（仅供参考）

学生选择2+2模式，后两年在利物
浦大学每年的总费用约人民币35万元/

学年。其中：利物浦大学2022/23学年
国际生学费为20,000至25,000英镑/学
年，不同专业会有差异。西浦2022年入
学的学生，2年以后选择2+2留学利物浦
大学，其学费以利物浦大学2024年国际
生学费为准。利物浦大学住宿费：每周
90镑到150镑之间，具体根据地理位置等
因素会有所不同。其它费用：日常餐饮、
交通、购物等，一般每年5,000英镑左右。

奖学金

为激励学生努力学习，西浦设立了
奖学金计划，在校学习期间表现优异者
可获得校内奖学金、政府奖学金、留学
奖学金等。

晋级奖学金

学业优秀奖：学生学年各科总平均
成绩达到总分65%以上，且在本年级本
专业的排名在前5%内，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元。学业成就奖：学生学年各
科总平均成绩达到总分65%以上，且在
本年级本专业的排名在前 5.1%~10%
内，额度为人民币 5,000 元。

政府奖学金、企业奖学金

入学后请见相关具体申请政策。
利物浦大学学费减免

通过2+2项目前往利物浦大学学
习的西浦学生享受利物浦大学学费减
免10%的优惠政策。

总计划数：1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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