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人大选择人大选择人大选择人大 成就未来成就未来成就未来成就未来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如果说人生是漫长的如果说人生是漫长的如果说人生是漫长的如果说人生是漫长的，，，，那么紧要处往那么紧要处往那么紧要处往那么紧要处往

往只有几步往只有几步往只有几步往只有几步。。。。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学子而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学子而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学子而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学子而

言言言言，，，，考取大学将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十字考取大学将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十字考取大学将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十字考取大学将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十字

路口路口路口路口。。。。

选择并成功地考取一所中国的一流大学选择并成功地考取一所中国的一流大学选择并成功地考取一所中国的一流大学选择并成功地考取一所中国的一流大学

，，，，感受大学校园的良好文化感受大学校园的良好文化感受大学校园的良好文化感受大学校园的良好文化，，，，受之熏陶受之熏陶受之熏陶受之熏陶，，，，

为之陶醉为之陶醉为之陶醉为之陶醉，，，，是每一个优秀学子追求的梦想是每一个优秀学子追求的梦想是每一个优秀学子追求的梦想是每一个优秀学子追求的梦想

。。。。



如何选择大学如何选择大学如何选择大学如何选择大学？？？？

�选择大学要与人生规划相结合选择大学要与人生规划相结合选择大学要与人生规划相结合选择大学要与人生规划相结合。。。。

�同学们要根据个人性格同学们要根据个人性格同学们要根据个人性格同学们要根据个人性格、、、、兴趣兴趣兴趣兴趣、、、、职业规划等来选择适合自己个职业规划等来选择适合自己个职业规划等来选择适合自己个职业规划等来选择适合自己个

人发展的大学和专业人发展的大学和专业人发展的大学和专业人发展的大学和专业。。。。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这是学校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

征。办学特色反映了整个学校的办学风貌。不同的办学特色培

养出的学生特征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人民大学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人民大学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人民大学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人民大学？？？？

1、人民大学有深厚的底蕴。

2、人民大学有鲜明的办学特色。

3、人民大学专业门类齐全，各类学科领先。

4、人民大学有一流的师资。

5、人民大学有良好的校园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

6、人民大学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7、人民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时代焦点时代焦点时代焦点时代焦点 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

�人民大学的前身是人民大学的前身是人民大学的前身是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

陕北公学陕北公学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历经陕北公学历经陕北公学历经陕北公学历经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等发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等发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等发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等发

展阶段展阶段展阶段展阶段，，，，于于于于1950年正式命名组建年正式命名组建年正式命名组建年正式命名组建。。。。



光荣的历史光荣的历史光荣的历史光荣的历史，，，，时代的先锋时代的先锋时代的先锋时代的先锋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所新型

大学，是“新中国的完全

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

，是新中国兴办新型高等

教育的创举和典范。

�自建校起便被赋予了标杆

地位，长期担当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教育的“工作母

机”，许多专业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大量教材和研

究著作开创了新中国学科

建设的众多“第一”。



新世纪新世纪新世纪新世纪，，，，人民大学迎来发展的春天人民大学迎来发展的春天人民大学迎来发展的春天人民大学迎来发展的春天

� 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同志亲临学校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衷心祝愿中国

人民大学“在新世纪创造新的成就，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

� 2008年3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

流年”开幕式，对人民大学作出了“发扬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重要指

示，为学校在新时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8282828日日日日，，，，江泽民同志亲临学校考察江泽民同志亲临学校考察江泽民同志亲临学校考察江泽民同志亲临学校考察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

大学出席大学出席大学出席大学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



人民满意人民满意人民满意人民满意 世界一流世界一流世界一流世界一流

�2010年9月9日，在人民大学命名组建60周年之际，在第26个教

师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亲临中国人民大学视察，强调了“中国

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肯定了人民大学“立

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宗旨，肯定了人民大学为党和国家作

出的重要贡献，对学校作出了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

重要指示。



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 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

�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

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教育部，被誉为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

设的大学之一。

�学校目前已形成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

育为重点、继续教育为辅助的全方位、多层次

的办学格局，形成了“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

工科”的学科发展体系。



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 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

�现有22个学院、14个跨学院研

究机构，另设有国际学院（苏

州研究院）及深圳研究院等。

�学校设有学士学位专业66个，

第二学士学位专业8个，硕士

学位学科点168个，博士学位

学科点104个，博士学位一级

学科授权点17个，博士后流动

站15个，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

拥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学科点

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数量最多的

大学之一，并且64个博士点中

的26个是在全国率先设立的。



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 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

� 另有政治学、历史学、农林经济管理 3个北京市重点一级学科，农村发展管理1个北

京市重点交叉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经济与管理、社

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情报学6个北京市重点二级学科。



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人文立校 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文理渗透



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 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

�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新一轮全国一
级学科评估结果中（2007-2009全国81个一级学科）
，人民大学的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学、、、、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学学学学、、、、政治学政治学政治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七个一级

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国高

校首位，排名第一的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

�哲学哲学哲学哲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两个学科排名第二，工工工工

商管理商管理商管理商管理排名第三，农林经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排名第四，历史学历史学历史学历史学排

名第五，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排名第九。



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 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



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专业门类齐全 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问鼎人文社科

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科排名情况统计



大师学者大师学者大师学者大师学者 灿若星辰灿若星辰灿若星辰灿若星辰

�截至2010年12月，我校有专任教师1827人，其中教授510人，副教授

625人。

�人民大学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举足轻重的权威专家学者、学术泰斗，他

们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学术精湛、锐意创新，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校先后有11位教师受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做辅导报告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专题讲座，一大批教师为中央

领导和中央国家机关提供决策咨询。

经济学家卫兴华经济学家卫兴华经济学家卫兴华经济学家卫兴华 法学家许崇德法学家许崇德法学家许崇德法学家许崇德

人口学家邬沧萍人口学家邬沧萍人口学家邬沧萍人口学家邬沧萍

经济学家黄达经济学家黄达经济学家黄达经济学家黄达 清史学家戴逸清史学家戴逸清史学家戴逸清史学家戴逸
法学家高铭暄法学家高铭暄法学家高铭暄法学家高铭暄



立学为民立学为民立学为民立学为民 治学报国治学报国治学报国治学报国

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十五十五十五十五”“21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标志性成果一览图标志性成果一览图标志性成果一览图标志性成果一览图
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国家精品教材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国家精品教材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国家精品教材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国家精品教材和高水平研究成果。。。。



社会智囊社会智囊社会智囊社会智囊 国家辅弼国家辅弼国家辅弼国家辅弼

我校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论坛”，已成为中国思想界

、理论界和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重

大年度活动之一。

我校组织编写的“三大报告”（即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发布的“三大指数”（即中国发展指

数，中国宏观经济与预测，中国创新指数），为国家出谋献策，获得广泛

好评。



大楼林立大楼林立大楼林立大楼林立 群园悠然群园悠然群园悠然群园悠然

诸子百家园诸子百家园诸子百家园诸子百家园

明德楼明德楼明德楼明德楼

图书馆新馆图书馆新馆图书馆新馆图书馆新馆

学生公寓学生公寓学生公寓学生公寓

世纪馆世纪馆世纪馆世纪馆



新图书馆新图书馆新图书馆新图书馆



教学楼内设施完善教学楼内设施完善教学楼内设施完善教学楼内设施完善



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校园文化 别具一格别具一格别具一格别具一格

� “平均每周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每十
天有一位外国大学校长来访，每月有一位

外国著名学者政要来校讲演”

� 同学们除了紧张地学习，还会参加学校组

织的多种艺术活动，比如音乐会、戏剧演

出、舞蹈表演及各种艺术展览等，活跃业

余生活。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海纳百川



�多年来，我校先后同美国哈佛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49

个国家和地区的196所大学建立了学

术交流关系，定期输送学生出国及赴

港、澳、台地区学习交流，每年都有

近400人由学校公派交流、访学。另

外学院也会组织大量的国际交流活动

，每年也有数百人参加。

�为拓展国际交流领域，我校还积

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参加各类国际

盛会。

�自2009年起，我校每年暑期举

办暑期学校（国际小学期）以增

进国际交流。

我校学生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我校学生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我校学生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我校学生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国际法模拟法庭国际法模拟法庭国际法模拟法庭

国际小学期课堂国际小学期课堂国际小学期课堂国际小学期课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联系的国家和地区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海纳百川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海纳百川

�我校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除引进、翻译出版了大量适应我国改革

开放需要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外，还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交流合作项目，

主办或承办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定期邀请国际知名学者专

家来校讲座，使学生能够捕捉到学科前沿信息，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汲

取新知识。

胡锦涛主席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与胡锦涛主席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与胡锦涛主席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与胡锦涛主席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与

卢森堡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卢森堡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卢森堡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卢森堡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2007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中国人民大学在布鲁塞中国人民大学在布鲁塞中国人民大学在布鲁塞中国人民大学在布鲁塞

尔成功举办中欧论坛尔成功举办中欧论坛尔成功举办中欧论坛尔成功举办中欧论坛

出版的优秀图书出版的优秀图书出版的优秀图书出版的优秀图书



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人民大学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培养目标，要求

学生既坚持“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格，

又具有“忠诚、勤勉、朴实、友爱”的道德人格，实现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个性发展。

�人才培养注重德才兼备、 “道”与“术”相统一、成才与

成人相结合，实验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的学生具

有广博的学识、宽阔的国际视野、高尚的道德品性、

突出的创新能力。



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弹性学制——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学习时间具有伸

缩性。

�副修第二学位或第二专业和转专业制度——培养学生

的专业兴趣。

�保研和本硕连读——为学生继续深造提供机会。

�暑期学校（国际小学期）——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提高国际竞争力。



学科交叉学科交叉学科交叉学科交叉，，，，培养精英培养精英培养精英培养精英

�我校建立了很多“实验班”，以期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培养一批

专业精英，以适应市场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目前，我校开办的实验班有“国家经济学基地人才培养基地班”

、“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金融学—数学双语实验班”、

“财税实验班”、“工商管理—法学实验班”、“工商管理全英文实

验班”、“人文科学试验班（国学）”、“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

）”、“法学—新闻学实验班”、“新闻—国际关系实验班”。

�实验班主要实施“本硕连读”、“硕博连读”、“中外联合培养”、“双

语教学”以及“外教教学”等教学措施,实现了高级人才培养的连续

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大大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就业适应能

力。



学生就业学生就业学生就业学生就业

�我校现有研究生10005人，本科生8637人，研究生与

本科生的比例为1.16：1，是全国高校中这一比例最

高的研究型大学，每年毕业学生6000人左右。

�學校以“國民表率、社會棟樑”為人才培養目標，旨

在培養人文與科學素養並重、具有創新精神、國際視

野、知識廣博、心智健康的高素質、高層次的理論型

、管理型優秀人才。从陕北公学至今，学校共培养了

20多万名高水平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层面

的领袖人物。



国民表率国民表率国民表率国民表率 社会栋梁社会栋梁社会栋梁社会栋梁

在已毕业的20余万毕业生中，

有包括刘延东、马凯、肖扬在内的

400多位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有新

中国第一位法学、新闻学博士，第

一位博士留学生，有2万多名司局级

干部，有连续几届的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的总编，有刘建宏等央视知

名足球节目主持人，有王军霞、莫

慧兰等奥运冠军，以及“辩法析理，

胜败皆服”的社会楷模、基层法官宋

鱼水等。

“明理求是明理求是明理求是明理求是”的优秀毕业生宋鱼水的优秀毕业生宋鱼水的优秀毕业生宋鱼水的优秀毕业生宋鱼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刘延东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

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马凯国务委员马凯国务委员马凯国务委员马凯



社会需求充分社会需求充分社会需求充分社会需求充分 就业领域宽广就业领域宽广就业领域宽广就业领域宽广 发展后劲充足发展后劲充足发展后劲充足发展后劲充足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压力大，但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中我校毕业生就业仍然呈现两高两高两高两高的态势，即就业率高就业率高就业率高就业率高和就就就就

业质量高业质量高业质量高业质量高。

�就业率高：全国平均就业率为70%，我校本科就业率则为95%

，研究生就业率为9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国的学生

每年约为20%。

� “就业质量高”主要体现在“两集中”：

就业单位集中在政府、事业单位、知名大型企业和金融单位

就业地区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发达地区



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

报报报报考考考考条条条条件件件件

1、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拥护“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品学
兼优，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12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应届考生；

（2）2012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应届考生，且愿意按照内地高校要求完成相
应学制学习。

2、根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选拔的学生要求：四个核心科目及甲类选修科
目的入学要求原则上均应为4级以上（含第4级）。

根据香港高级程度会考成绩选拔的学生要求：会考科目必须达到六科以上（

含六科），其中：中文、英文、数学为我校所有专业的必考科目；会考成

绩应至少有4科以上为A，综合素质突出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

�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

1、考生在2012年2月20日—3月5日期间登陆对港免试招生网络

服务平台报名网址

(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进行网络预报名,

下载打印报名表。网络预报名后，考生须在3月1日—15日到中

国留学交流（香港）中心进行现场确认。

2、除现场确认提交以上材料外，还须将材料于2012年3月15日

之前（以我校接收时间为准）寄至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本

科招生办公室。



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

�招生招生招生招生计计计计划划划划：：：：约30人

�选选选选拔拔拔拔办办办办法法法法

我校根据考生报名材料进行初选，初选合格的考生将采用面试

形式进行选拔。

�录录录录取原取原取原取原则则则则

面试后我校将根据申请人的高级程度会考成绩或文凭考试成绩

以及面试情况，择优录取，并通过对港免试招生网络服务平台

录取网站公布预录取名单，最终完成审批手续后由我校发放录

取通知书。



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

�香港免试生招生专业香港免试生招生专业香港免试生招生专业香港免试生招生专业

公共管理类（含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城市管理3个专业

分流方向）、法学、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
学、传播学、广告学4个专业分流方向）、工商管理类（含工
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4个专业分流方向）、

贸易经济、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学、税务
、保险

其中，公共管理类、新闻传播学类、工商管理类专业一般在大

学二年级进行专业分流。

以上专业均为我校实力最强以上专业均为我校实力最强以上专业均为我校实力最强以上专业均为我校实力最强，，，，最为热门的专业最为热门的专业最为热门的专业最为热门的专业



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

�学学学学生管理生管理生管理生管理

香港免试生的管理遵照我校大学生相关管理规定，学校将尽力

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帮助，以便

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颁发学历证书及种类颁发学历证书及种类颁发学历证书及种类颁发学历证书及种类

本科生毕业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为中国人民大学，证书种

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

，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
定的，将授予学士学位。



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香港免试生招生政策

�学费和其他费用学费和其他费用学费和其他费用学费和其他费用

香港免试生的学费与内地学生相同，学生原则上与内地学生住

在一起，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收取，与内地学生相同

除外语和艺术类专业外，我校其他专业的学费标准为5000元/

学年。根据住宿条件的不同收取不同标准的住宿费用，每学年

为650-800元/人。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学校主页： http://www.ruc.edu.cn

�招生网站：

http://www.rdzs.com

本科招生办公室联系电话：

86-10-62511156/62511340



欢迎广大香港优秀学子报考

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