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招收 2019 年澳门保送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南昌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文理工医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

学。学校是国家“双一流”计划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教育部与江西省部省合建高校，是江西省唯一

的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 

学校地处“英雄城”南昌市，拥有前湖主校区、青山湖校区、东

湖校区、鄱阳湖校区和抚州校区等 5个校区以及 5所直属附属医院、

11所非直属附属医院。其中，前湖主校区占地面积 4520亩，校舍建

筑面积 130万平方米。 

学校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21年创办的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

校，迄今九十六载，薪火相传，弦歌不断。1937 年成立的国立中正

医学院、1940 年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是学校发展史上又一重要源

流。1953年，江西医学院成立。1958年，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成

立。1985年，江西工学院更名为江西工业大学。1993 年，江西大学

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的先河。2005 年，南昌大学与江西医学院实质性融合，组建新南昌

大学，揭开了学校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党和国家领导人、教育部和

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习近平、曾庆红、吴

官正、刘延东、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先后到学校视察指导工作。2008年

10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视察学校时深情寄语“南昌大

学前景无限”。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学校视察并发

表重要讲话，勉励学校走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当代大学生珍惜韶华，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延伸。 



学校本部现有全日制本科学生 35660人，各类研究生 14864人，

国（境）外学生 963 人。建校以来，学校共培养了 40多万优秀人才，

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本部现有教职工 4481人（其中专任教师 2597人，正副教授

1429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近百人。学校涌现了国际护理界最高

荣誉奖“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邹德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风益等

一批崇尚师德、爱岗敬业的典型。 

学校现设有人文社科学部、理工学部和医学部，拥有 12 个学科

门类的 100多个本科专业，3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5个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46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种博士专业学位授

权和 23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其中工程硕士有 20 个领域），11 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校设有 5所附属医院，共有 9个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学校的化学、临床医学、农业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学科进

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其中农业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为主）、临

床医学学科进入 ESI世界排名前 5‰。在全国第四轮学科整体水平评

估中，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列第 3名。1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实现了江西省“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零的突破。 

学校是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顺利

接受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具备扎实的办学基础。现有 1名国家教

学名师，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 门

国家级精品课程，1 门国家级英语授课品牌课程，4门国家级精品视

频公开课，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3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3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9种“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9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5个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4个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4 个本科国家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专业。学校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成立了“际銮书院”，

推行跨学科、跨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4 年，学校荣获高等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项。学校在四届全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中共获金奖 2项，银奖 7 项，铜奖 7项，并获得“先进

集体奖”3次，“最佳人气奖”1次。2016年，学校入选“全国首批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并获颁“国家级众创空间”称号。 

学校现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国际合作基地，1个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全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 个国家级大学

科技园，9个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心。2018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55 项，直接经费首次突破 1 亿元，立项数位列全国第 26

位。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2项，其中重点项目 3项。 

学校协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有特

色的科研成果。江风益教授团队“硅衬底高光效 GaN基蓝色发光二极

管”项目摘得 2015 年度唯一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这是自国家科学

技术奖设立以来，首次由地方高校获得的一等奖，正助推江西打造

“南昌光谷”。学校高水平科研论文取得突破，先后在 Science、

Nature子刊和 CellStemCell 上发表。学校还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开

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政产学研用紧密结

合。 



学校重视国际化办学，先后与 30多个国家（地区）的 70余所高

校、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学校在法国普瓦提埃大

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以及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建立了孔

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校与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合作共建食品

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2010 年，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合作开设工

商管理本科中法实验班。2013 年，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临床医

学本科合作办学项目获批,并成立南昌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经过 26年的融合、建设、改革和发展，南昌大学站在了一个新

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以入选国家“双一流”计划和部省合建高校为

契机，秉承“格物致新、厚德泽人”的校训，不断提升“学术立校、

人才强校、依法治校”的新境界，奋力开创“育人为本、创新驱动、

实干兴校、拼争一流”的新局面，为建设高水平大学而不懈奋斗。



 

二、招收计划和专业 

招生计划共 10人，招生专业如下。 
学院 专业 学制 科类 

人文学院 

档案学 四年 文理兼收 

历史学 四年 文理兼收 

哲学 四年 文理兼收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四年 文理兼收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四年 文理兼收 

广告学 四年 文理兼收 

新闻学 四年 文理兼收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四年 文理兼收 

俄语 四年 文理兼收 

法语 四年 文理兼收 

翻译 四年 文理兼收 

日语 四年 文理兼收 

西班牙语 四年 文理兼收 

英语 四年 文理兼收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四年 理工 

法学院 法学类(法学、知识产权) 四年 文理兼收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关系学 四年 文理兼收 

行政管理 四年 文理兼收 

劳动与社会保障 四年 文理兼收 

人力资源管理 四年 文理兼收 

社会工作 四年 文理兼收 

应用心理学 四年 文理兼收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中法实验班) 四年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 四年 文理兼收 

工业工程 四年 理工 

国际商务 四年 文理兼收 

金融学 四年 文理兼收 

经济统计学 四年 文理兼收 

经济学 四年 文理兼收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四年 文理兼收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四年 文理兼收 

管理科学 四年 文理兼收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文理兼收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四年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工 

金融数学 四年 理工 

物理学类(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四年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理工 

化学学院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 四年 理工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四年 理工 

水产养殖学 四年 理工 

食品学院 

生物工程 四年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

安全) 
四年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

料物理、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四年 理工 

资源环境与化工

学院 

安全工程 四年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四年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年 理工 

环境工程 四年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四年 理工 

制药工程 四年 理工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四年 理工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年 理工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 四年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四年 理工 

建筑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五年 理工 

工程管理 四年 理工 

工程力学 四年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四年 理工 

土木类(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

排水科学与工程) 
四年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理工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四年 理工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 
四年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四年 理工 

自动化 四年 理工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四年 理工 



信息安全 四年 理工 

医学部 

基础医学 五年 理工 

康复治疗学 四年 理工 

临床药学 五年 理工 

临床医学 五年 理工 

麻醉学 五年 理工 

眼视光医学 五年 理工 

药学 四年 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四年 理工 

医学影像学 五年 理工 

预防医学 五年 理工 

三、保送条件 

1.符合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制定的保送生各项要求，经过

所在中学推荐并通过有关资格审查； 

2.品行端正，身心健康，成绩优秀。 

四、考核方式及录取原则 

考核方式为资料审核及综合能力面试两部分。考核合格者，择优

录取，根据学生专业志愿确定拟录取专业，并按相关文件规定办理录

取手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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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与

内地学生标准一致。 

4.如果教育部 2019 年出台新的规定，以新规定为准。 



六、联系方式及地址 

咨询电话：+86（0）791-88305066 

传真：+86（0）791-88305066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东路 235号邮编：330047 

部门：南昌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 

网址：http://zjc.nc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