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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 2019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生簡章 

 

一、學校簡介 

華南理工大學是直屬教育部的全國重點大學，坐落在南方名城廣州。校園分為三個校區，

五山校區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石牌高校區，校園內湖光山色、綠樹繁花，民族式建築與現代化

樓群錯落有致，文化底蘊深厚，是教育部命名的“文明校園”；大學城校區位於廣州市番禺

區廣州大學城內，是一個環境優美、設施先進、管理完善、制度創新的現代化校園；廣州國

際校區位於廣州市番禺區創新城，與廣州大學城隔岸相望。三個校區交相輝映，是莘莘學子

求學的理想之地。 

華南理工大學原名華南工學院，組建於 1952 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時期，是以中山大學工

學院、華南聯合大學理工學院、嶺南大學理工學院工科系及專業、廣東工業專科學校為基礎，

調入湖南大學、武昌中華大學、武漢交通學院、南昌大學、廣西大學等 5 所院校部分工科系

及專業組建而成，為當時全國四大工學院之一，堪為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探路者。 

經過 60 多年的建設和發展，華南理工大學成為以工見長，理工結合，管、經、文、法、

醫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2016 年始在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整體

進入 300 強，工科領域排名躍升至全球第 22 名，2018 年保持在前 300 名。2017 年 9 月入選

由國家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公佈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簡稱“雙一流”建設）

高校名單。學校化學、材料學、工程學、農業科學、物理學、生物學與生物化學、計算機科

學、環境科學與生態學、臨床醫學共 9 個學科領域進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其中工程學、材

料學、化學和農業科學 4 個學科領域進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達到國際頂尖水準。 

學校注重國際交流與合作，與英國愛丁堡大學、美國羅格斯大學等近 200 所世界知名大

學和科研機構進行廣泛的學術、文化、交換生等項目的緊密聯繫與合作，開展了各類本科海

外學習項目 100 多個，國際合作項目覆蓋全校所有學院。學校邀請學科領域頂級教授加盟，

積極鼓勵學生進入世界著名大學進一步學習，在國外設立孔子學院傳播中國文化。 

二、保送條件 

符合澳門保送生資格，有意願到祖國內地高等學校學習，心理和身體健康、思維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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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扎實理論基礎及良好主動學習能力的學生。 

三、考核方式及錄取原則 

（1）考核方式：綜合素質面試。 

（2）錄取原則：學校根據考生報考志願、面試表現及本校要求，擇優錄取。 

加試要求：建築學院各專業入校後加試素描，素描成績不合格者將參照考生面試成績及

考生志願，酌情調整專業。 

四、招生計劃及招生專業 

依據教育部總體要求和學校實際情況，2019 年學校的澳門保送生計劃為 10 人。 

由於祖國內地每年的招生專業批復時間與每年面向港澳臺地區的招生時間不一致，下表

中專業可作為主要參考依據，但實際招生專業以教育部批復的當年專業為准。 

學院 序號 招生專業（類）名稱 科類 備註 

機械與汽車工

程學院 
1 

機械類（含機械工程、機械電子工程、車

輛工程、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 

理科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不招色盲

色弱；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不招色盲 

建築學院 

2 建築學 

理科 入校後加試素描，不招色盲色弱 3 城鄉規劃 

4 風景園林 

土木與交通學

院 

5 交通運輸類（含交通工程、交通運輸） 理科 交通運輸：不招色盲 

6 
土木類（含土木工程、水利水電工程、船

舶與海洋工程、工程管理） 
理科  

電力學院 

7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3＋2 中澳班）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8 

電氣類（含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能源與

動力工程、核工程與核技術） 

電子與信息學

院 
9 

電子信息類（含信息工程、電子科學與技

術、微電子科學與工程） 
理科  

自動化科學與

工程學院 
10 自動化類（含自動化、智能科學與技術） 理科 不招色盲 

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院 
11 

材料類（含高分子材料與工程、材料科學

與工程、材料化學、電子科學與技術、光

電信息科學與工程） 

理科 

高分子材料與工程、材料科學與

工程、材料化學：不招色盲色弱； 

電子科學與技術、光電信息科學

與工程：不招色盲 

化學與化工學

院 
12 

化工與制藥類（含應用化學、化學工程與

工藝、能源化學工程、制藥工程）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輕工科學與工 13 輕工類（含輕化工程、資源環境科學）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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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院 

食品科學與工

程學院 
14 

食品科學與工程類（含食品科學與工程、

食品质量與安全）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數學學院 15 
數學類（含數學與應用數學、信息與計算

科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理科  

物理與光電學

院 
16 

物理學類（含應用物理學、光電信息科學

與工程） 
理科 

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不招色盲

色弱 

工商管理學院 

17 工商管理（全英班） 理科 

 18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市場營銷、財務管理） 

文理

兼招 

19 會計學 理科 

公共管理學院 20 行政管理 
文理

兼招 
不招單色識別不全 

外國語學院 
21 商務英語 

文科  
22 日語 

計算機科學與

工程學院 
23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網絡工

程、信息安全） 
理科 不招單色識別不全 

軟件學院 24 軟件工程 理科 不招單色識別不全 

環境與能源學

院 

25 環境工程（全英班）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26 環境工程（3＋2 中澳班） 

27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含環境科學、環境工

程、給排水科學與工程） 

生物科學與工

程學院 
28 

生物科學類（含生物工程、生物技術、生

物制藥）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新聞與傳播學

院 

29 傳播學（2+2 聯合班） 
文理

兼招 
 

30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傳播學、廣告

學） 

設計學院 31 工業設計 理科 不招色盲 

法學院 32 法學類（含法學、知識產權） 
文理

兼招 
 

經濟與貿易學

院 

33 
經濟學類（含經濟學、金融學、國際經濟

與貿易） 

文理

兼招 

 34 電子商務類（含電子商務、物流工程） 理科 

35 
旅遊管理類（含旅遊管理、會展經濟與管

理） 

文理

兼招 

醫學院 36 醫學影像學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生物醫學科學

與工程學院 
37 生物醫學工程 理科 不招色盲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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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根據學校發展及建設需要，以上專業將分佈在廣州市的五山校區、大學城校區和國

際校區，具體以新生入學指南為准。 

（2）建築學、城鄉規劃、風景園林、醫學影像學專業學制五年，其餘專業學制四年。 

（3）專業名稱以教育部批復的當年專業為准。學校招收澳門保送生僅限於普通類專業，

藝術類、美術類、體育類專業不在此次招收範圍。 

（4）凡被內地普通高考錄取的考生，取消我校港澳臺招生錄取資格。 

五、學費及住宿費 

理工、外語類專業 RMB 6850 元/生•學年（其中軟件工程 3-4 年級 16000 元/生·每年） 

文史、財經、管理類

專業 

RMB 6060 元/生·學年（其中 2+2 聯合班 1-2 年級按廣東省發改委當

年核定標準收取，3-4 年級按合作高校學費標準收取） 

醫學類專業 RMB 7660 元/生·學年 

住宿費 RMB 600-1,500 元/生·學年 

注：此標準僅作為參考用，實際費用收取標準以物價部門當年最新批復為准。 

六、聯繫方式 

（1）華南理工大學招生工作辦公室 

電話：86-20-87110737 

傳真：86-20-87111502 

電郵：admit@scut.edu.cn 

網址：http://admission.scut.edu.cn 

地址（郵遞區號）：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五山路 381 號華南理工大學招生工作辦公室

（510640） 

（2）更多資訊請關注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網站（http://www.gaes.gov.mo）或內地（祖

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臺招生資訊網（http://www.gatzs.com.cn）。 

http://admission.scut.edu.cn/
http://www.gaes.gov.mo/
http://www.gatz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