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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大學 2023 年中國內地普通高校聯合招收

澳門保送生簡章

一、學校概況

(一) 學校名稱：廣州大學

(二) 學校國標代碼：11078

(三) 學校地址：

校本部：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大學城外環西路230號；郵政編碼：510006

桂花崗校區：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解放北路桂花崗東 1號；郵政編碼：

510405

(四) 辦學層次：本科

(五) 辦學性質：公辦普通高等學校

(六) 辦學類型：全日制

(七) 學校主管單位：廣州市人民政府

學校業務主管單位：廣東省教育廳

(八) 畢（結）業頒證：對取得我校學籍，在規定年限內達到所在專業

畢（結）業要求者，頒發廣州大學普通高等學校畢（結）業證書。符合學

士學位授予條件的，頒發相應學位證書。退學學生，視具體情況發放肄業

證書或開具寫實性學習證明。

二、學校簡介

廣州大學是廣東省高水平大學建設計劃重點建設高校、廣州市高水平

大學建設高校。學校於 2000 年合併組建，有著 90 多年的辦學傳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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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才兼備、家國情懷、視野開闊、愛體育、懂藝術、能力發展性強”

為人才培養目標，努力建設與國家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深度融合、廣州城

市地位相得益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流創新型大學。

學校整體辦學水平和國內外影響力快速提升，2022 軟科中國大學排名，

位列主榜第91名，連續三年進入軟科最好大學排名中國內地高校百強行列；

居 U.S.News2023 世界大學排名第 551 位、中國內地高校第 56位；居 2023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全球高校第 601-800 位。

學校招生專業涵蓋十大學科門類，綜合性大學優勢盡顯。工程學、計

算機科學、化學、材料科學、環境/生態學、社會科學總論（一般社會科學）

等 6個學科進入ESI全球前 1%，其中工程學、計算機科學已進入或接近 2‰。

2022 年，31 個學科上榜軟科“中國最好學科”，其中 2 個位列全國前 10

位、6 個位列全國前 20 位。學校現有 40 個國家級、52 個廣東省一流本科

專業建設點（含國家級）。

學校擁有雄厚的師資隊伍、優質的教學資源，採取拔尖創新人才和卓

越應用人才兩類培養模式以及漢語教學，設有完善的獎助政策，學生可參

評教育部港澳臺僑學生獎學金、學校獎學金。畢業生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

力與職業發展後勁，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近 3年，本科生平均初次就業率

為 90.9%。畢業生主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

學校依託廣州國家重要中心城市、綜合性門戶城市和粵港澳大灣區核

心引擎的國際影響力，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不斷

拓展國際/港澳臺交流與合作。學校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建設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發起成立廣州國際友城大學聯盟；與 33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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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學、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關係。

三、申請入讀條件

(一) 基本要求

1. 具有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相當於中學六年級）的澳門應屆考生，

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

行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2. 考生所持證件必須在有效期限之內；

3. 品行端正、遵紀守法、身體健康，具有較好的綜合素質和個人能

力；

4. 其他要求，考生可登錄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臺招生資

訊網（https://www.gatzs.com.cn/）查知相關內容。

(二) 保送條件

符合以上基本要求，高中階段各學年成績優良，全面發展、綜合素質

較高，並符合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規定的具有保送資格的考生。

四、報名方式

透過各中學專用連結登入“保送生推薦系統”。

五、報名時間

以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公佈為準。參考網址：

https://www.dses.gov.mo/admission/admission3。

六、考核方式

面試（以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公佈為準）

七、錄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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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考生報考志願、面試情況、高中階段學習情況和考生綜合表現，

按照廣州大學向社會公佈的招生簡章進行擇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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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招生專業

序

號
學院名稱

學科

門類
招收專業

專業

限制
學制

學費

標準

備註

1 經濟與統計學院
經濟

學
金融學

文理

兼收
4年 ¥6,060

2 法學院（律師學院） 法學 法學
文理

兼收
4年 ¥6,060

3 教育學院（師範學院） 理學 應用心理學
文理

兼收
4年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4 人文學院 文學 漢語言文學 文科 4年 ¥6,060

5 外國語學院 文學 英語
文理

兼收
4年 ¥6,850

6 新聞與傳播學院 文學 網絡與新媒體
文理

兼收
4年 ¥6,060

7

管理學院

（旅遊學院/中法旅遊

學院）

管理

學
工商管理

文理

兼收
4年 ¥6,060

8 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 理學 數學與應用數學 理科 4年 ¥6,850

9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理學 物理學 理科 4年 ¥6,850

10 化學化工學院 理學 化學 理科 4年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11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理學 地理科學 理科 4年 ¥6,850 不招色盲

12 生命科學學院 工學 生物製藥 理科 4年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6 / 10

九、招生計劃

10人

十、收費標準

學校收費標準按《關於調整公辦普通高校學費的通知》（粵發改價格

〔2016〕367號）和《廣東省發展改革委 廣東省教育廳 廣東省財政廳關於

印發〈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分制收費管理辦法（2021年修訂）〉的通知》

（粵發改規〔2021〕10號）公佈的標準執行。若國家和省相關規定有變化，

以新規定為準。

住宿費為人民幣 1000元，需繳納的學雜費收費標準與內地（祖國大陸）

同校同專業學生相同。

13 機械與電氣工程學院 工學 機器人工程 理科 4年 ¥6,850

14 電子與通信工程學院 工學 物聯網工程 理科 4年 ¥6,850

15

計算機科學與網絡工

程學院
工學

計算機科學與技

術
理科 4年 ¥6,850 不招單色識別不全者

16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工學 建築學 理科 5年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17 土木工程學院 工學 土木類 理科 4年 ¥6,850

大類招生，含土木工

程、給排水科學與工

程、建築環境與能源應

用工程，經住房與城鄉

建設部專業評估認證

18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工學 環境工程 理科 4年 ¥6,850

不招色盲色弱，經中國

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協

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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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入學與體檢

新生持加蓋廣州大學公章的《錄取通知書》報到，入學報到時間及相

關要求以《錄取通知書》上的規定為準。

學生入學註冊時，應按照學校規定繳納學費和雜費。

新生入學後，根據學校安排進行身體檢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入

學資格；僅專業受限者，可以商轉其他不受限專業。

新生入學報到時，所持有出入境證件的有效期應與學習期限相適應，

至少有效期一年。

十二、管理

學生在校期間，高校按教育部等六部門發佈的《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

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地區學生的規定》（教港澳

臺〔2016〕96號）進行管理。學生與內地（祖國大陸）學生享受同等醫療

保障政策，按規定參加高校所在地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並享受同等待遇。

學生可參評教育部設立的港澳臺僑學生獎學金和學校獎學金。

若教育部相關規定有變化，以新規定為準。

十三、獎學金設置

學生從第二學年開始，可以參評教育部設立的港澳臺僑學生獎學金和

學校獎學金。獎學金每學年評選一次，符合條件的學生可連續申請。

（一）港澳臺學生獎學金

港澳臺及華僑在校生獎學金按學年申請和評審。港澳臺及華僑

學生根據獎學金申請條件，按學年向所在學校或科研院所提出申請，

提交《港澳臺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1.申請獎學金的基本條件

（1）熱愛祖國，擁護“一國兩制”方針；認同一個中國，擁護祖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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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遵守學校各項規章制度；

（3）誠實守信，有良好的道德修養；

（4）入學考試成績優秀或在校期間勤奮刻苦，成績優良。

2.獎勵標準

本科獎學金分四個等級，其中：特等獎，每生每學年 8000元；一等獎，

每生每學年 6000元；二等獎，每生每學年 5000元；三等獎，每生每學年

4000元。本校港澳臺僑獎學金資助率達到 20%。

（二）學校獎學金

我校根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

和《廣州大學普通本科生學籍管理規定》等有關規定，結合我校高水準大學

建設人才培養目標和實際情況制定學校獎學金。獎學金於每年九月份開始受

理申請，由學院成立評獎評審小組，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進行評定。

1.申請獎學金的基本條件

（1）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遵紀守法；

（2）專業思想牢固，有鑽研和創新精神，學習勤奮，成績優良；

（3）關心集體，尊敬老師，團結同學，積極參加班級、學院、學校

的集體活動和社會活動，並且表現突出。

2.獎勵標準

（1）一等獎學金

評選名額比例為學院參評人數的 5%，具體申報資格為綜合測評總分排

名居本班級前 8%，獎金金額 2500元。

（2）二等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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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名額比例為學院參評人數的 8%，具體申報資格為綜合測評總分排

名居本班級前 20%，獎金金額 1800元。

（3）三等獎學金

評選名額比例為學院參評人數的 12%，具體申報資格為綜合測評總分

排名居本班級前 40%，獎金金額 1000元。

注：1.港澳臺僑獎學金評定辦法由財政部、教育部負責解釋；

2.學校獎學金評定辦法由學生處或教務處負責解釋；

3.上級部門將根據當年度情況，適時調整港澳臺僑學生獎學金等級、

名額和獎勵標準；

4.以上獎學金申請辦法以學校當年度公佈資訊為準。

十四、查詢方式

所在單位：廣州大學招生辦公室

聯絡人：潘老師、馮老師

電話：（+86）20-39366232

電郵：zhaosb@gzhu.edu.cn

請考生及時關注廣大招生微信公眾號、小程序及廣州大學本科招生網

查閱最終招生簡章。

本科招生網網址：http://zsjy.gzhu.edu.cn

本科招生 QQ諮詢群：482394308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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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

廣州大學招生委員會辦公室

2022年 10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