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大学 2019 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1.学校简介

◎综合实力优异

湖北大学地处国家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学校是湖北省人

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高校、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文化底蕴深厚

湖北大学迄今有近 90年办学历史，前身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于 1931 年在武昌

宝积庵诞生。学校虽数易校名，几度搬迁，却弦歌不辍，人文日新。滋兰树蕙，

凝练了“日思日睿，笃志笃行”的校训箴言；岁月鎏金，熔铸了“自强不息，克

难奋进”的“习坎”精神。设有中华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古籍研究所、高等

人文研究院、湖北文化建设研究院、拉丁美洲民族与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学者研著《汉语大字典》《尔雅诂林》《汉语成语辞海》等文化巨著，研创发布《中

国文化发展报告》《巴西发展报告》等有广泛影响的皮书作品，人文社科研究在学

界有良好声誉。

◎办学条件良好

学校现有武昌主校区、汉口校区、阳逻校区等 3 个校区和 1个大学科技园，

总占地面积 2100 余亩。校舍总建筑面积 71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13.66 亿元、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4.15 亿元。图书馆总面积 4.73 万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 240



万册，电子图书总量 296.53 万册，中外文数据库 311 个。学校位于长江之滨，坐

拥沙湖风景区，是湖北省绿化红旗单位、湖北省放心食堂授牌单位，有全国高校

百佳食堂。

◎学科门类齐全

学科专业涵盖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艺等 12个学

科门类。其中，化学、材料科学 2个学科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1%，跻身

世界高水平学科行列。材料科学与化学、中国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化、生物学入选

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在全国第四轮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学校

有 15 个学科在湖北省属高校中排名第一，8个学科在湖北地区高校中排名前三。

现设有 18个学科性学院，本科专业 78 个。有 9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6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7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1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

别。

◎对外交流活跃

学校已与 3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50 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与科研

合作关系，并先后与美国孟菲斯大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与波兰雅盖隆学院合作建立孔子课堂。其中，与美国孟

菲斯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先后共 5次荣

获“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学校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招收国际学生，具有面

向港澳台地区招收学历生资格，现有本、硕、博等各类国际学生 300 余人。

◎交通出行便捷



湖北大学主校区位于武汉市内环核心，毗邻徐东商圈，校园周边交通便利，通达

武汉三镇。武汉长江公铁隧道、武汉长江隧道、武汉长江二桥临近校园；地铁 7

号线设有湖北大学站，可高效换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距离武汉火车站约半小时

车程，可于此搭乘高铁直达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2.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3.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学

制

1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类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理科 4年

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理科 4年

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 理科 4年

4
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理科 4年

5
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科 4年

6 教育学院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教育学 文理兼收 4年

7 教育学院 心理学 心理学 理科 4年

8 历史文化学院 档案学 档案学 文理兼收 4年

9 历史文化学院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文理兼收 4年

10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科 4年

1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文科 4年

12 商学院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

管理、市场营销
文理兼收 4年

13 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

理
文理兼收 4年

14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4年

15 商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文理兼收 4年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学

制

16 商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 文理兼收 4年

17 商学院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18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 理科 4年

19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信

息学
理科 4年

20 生命科学学院 药学 药学 理科 4年

21
数学与统计学

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科 4年

22
数学与统计学

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科 4年

23
数学与统计学

学院
应用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理科 4年

24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法语 文理兼收 4年

25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 文理兼收 4年

26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语 文理兼收 4年

27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翻译 文理兼收 4年

28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编辑出版学
文理兼收 4年

29
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
电子信息类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科 4年

30
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
物理学 物理学 理科 4年

31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传播学
文理兼收 4年

32 哲学学院 哲学 哲学 文理兼收 4年

33
政法与公共管

理学院
法学 法学 文理兼收 4年

34
政法与公共管

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35 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地理信息科学
文理兼收 4年

36 资源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理科 4年

4.招生计划

拟招收澳门保送生 5人，各专业计划根据考生填报专业志愿确定。

5.相关要求



考生身体条件符合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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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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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湖北大学招生办公室

姓名：张老师

电话：86-27-88662097

电邮：zhsb@hubu.edu.cn

传真：86-27-88662097

网址：http://zsxx.hubu.edu.cn/

单位地址、邮政编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368 号、430062

微信公众号：湖北大学本科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