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 2019年招收澳门地区保送生招生简章 

一、 学校简介 

中南大学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长沙市，占地面积 5886

亩，建筑面积 276万平方米，跨湘江两岸，依巍巍岳麓，临滔滔湘水，环境

幽雅，景色宜人，是求知治学的理想园地。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

高校、国家“985 工程”部省重点共建高水平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和国家“2011 计划”首批牵头高校。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拥有完备的有色金属、医学、轨道交通等学科体系，

涵盖哲、经、法、教、文、理、工、医、管、艺等 10大学科门类，辐射军

事学。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4 人，国家“千人计划”

入选者 57 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2 人，“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 19人（其中青年项目 2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讲座教授 46

人，国家教学名师 7人，教授及相应正高职称人员 1500余人，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496人。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5.5 万余名，其中本科生 3.4 万余人、研究

生 2万余人、留学生近千人。先后与美、加、英、澳、法、德、日、韩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广泛开

展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合作，现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留学

生在校学习。 

二、 保送条件 

品行良好，高中阶段各学年总评成绩优良，身体健康，符合 2019年中

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要求的学生。 

三、 考核方式 



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四、 录取原则 

1．填报我校志愿，经中学推荐，参加我校组织的面试考核，成绩合格

者予以录取。 

2．专业受限要求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规定。 

五、 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招收专业 学科 专业限制 学制 

1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学 文理兼招 四年 

2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文学 文理兼招 四年 

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学 文理兼招 四年 

4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文学 文理兼招 四年 

5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 文学 文理兼招 四年 

6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文学 文理兼招 四年 

7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文理兼招 四年 

8 商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 文理兼招 四年 

9 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0 商学院 工商管理 管理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1 商学院 市场营销 管理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2 商学院 行政管理 管理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3 商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4 商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5 法学院 法学 法学 文理兼招 四年 

16 商学院 电子商务 管理学 理工科 四年 

1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18 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学 建筑学 理工科 五年 

19 建筑与艺术学院 城乡规划 工学 理工科 五年 

20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统计学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21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23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24 土木工程学院 铁道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2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2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27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28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29 物理与电子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0 物理与电子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2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37 湘雅医学院 临床医学(五年制) 医学 理工科 五年 

38 湘雅医学院 麻醉学 医学 理工科 五年 

39 湘雅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40 湘雅医学院 精神医学 医学 理工科 五年 

41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医学 理工科 五年 

42 基础医学院 基础医学 医学 理工科 五年 

43 基础医学院 法医学 医学 理工科 五年 

44 湘雅药学院 临床药学 理学 理工科 五年 

4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4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信息学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47 湘雅药学院 药学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4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理工科 四年 

49 湘雅护理学院 护理学 理学 理工科 四年 

注：学费标准以当地物价部门当年审批的为准。 

六、 招生计划 

中南大学 201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计划为 10人。 

七、 相关要求 

1. 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照《新生入学手册》上规定的时间报到，

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批准。在规定时间未报到又

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2. 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凡不符合

澳门保送生条件或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 

3. 被录取的澳门保送生应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同专业

学生标准一致。 

八、 其他 

1. 澳门保送生按照专业招生、大类培养，不参加大类内专业分流，可

以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申请转换专业。 



2. 澳门保送生与同专业内地学生同住，按相应标准缴纳住宿费。 

3. 如果教育部 2019年出台新的规定，以新规定为准。 

九、 联系方式 

招生联系单位：中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招生联系电话:  0086-731-88830995 

传真：0086-731-88830630 

招生网址：http://zhaosheng.csu.edu.cn 

管理联系单位:  中南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管理联系电话:  0086-731-88877515 

中南大学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 932号 

邮编：410083 

              

 

 

                                    中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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