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 2022 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学生工作的通知》（教港澳台厅函[2021]21 号）文件精神，为做好中南大

学 2022 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工作，特制定本招生简章。

一、报名条件

1.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并参加 2022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

2.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3.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制定并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规定。

二、招生计划及专业

2022 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招生计划为 40人，招生计划单列，

具体招生专业见下表：

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学制 学科 科类要求 学费（人民币）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四年 文学 文理兼招 5300 元／年

050201 英语 四年 文学 文理兼招 5300 元／年

050204 法语 四年 文学 文理兼招 5300 元／年

050205 西班牙语 四年 文学 文理兼招 5300 元／年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经济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020301K 金融学 四年 经济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管理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120201K 工商管理 四年 管理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120402 行政管理 四年 管理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120203K 会计学 四年 管理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030101K 法学 四年 法学 文理兼招 5500 元／年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2801 建筑学 五年 建筑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2802 城乡规划 五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71201 统计学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5500 元／年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5300 元／年

081001 土木工程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1007T 铁道工程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1801 交通运输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1806T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0714T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5300 元／年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0801 自动化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四年 工学 理工科 6500 元／年

100201K 临床医学 五年 医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0202TK 麻醉学 五年 医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0205TK 精神医学 五年 医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0401K 预防医学 五年 医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0101K 基础医学 五年 医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0901K 法医学 五年 医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0703TK 临床药学 五年 理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071001 生物科学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5300 元／年

100701 药学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101101 护理学 四年 理学 理工科 7800 元／年

注：学费标准以当地物价部门当年审批的为准。

三、报名方式及时间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



1.考生在 2022年 3月 1日至 31日期间登录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

生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时考生须按照要求输入报考基本信息（考

生资料、监护人、就读学校、报考志愿等），上传电子照片、相关身份证

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填写获奖经历、个人经历及学习证明材料等内容。

2.考生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前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报名审核结果。审核

未通过的考生，应在 4月 16 日前按照系统提示更正有关信息，再次提交审

核，并在 4 月 23 日前查询审核结果。所有通过审核的考生须在 4 月 30 日

前向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缴付报名费用，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

港）中心将于 5月 15 日前通过系统公布缴费及报名确认结果。

四、填报志愿

考生在网上预报名时须填报志愿。每位考生按自己的报读意愿顺序可

填报 4 所学校，每所学校可填报 4 个专业志愿。

五、录取原则

我校的最低录取标准（含校长推荐计划）为“3、3、3、2”，即参加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数学科达到第 3 级及以上，

通识教育科达到第 2 级及以上。

六、相关要求

1.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照规定的时间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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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要求

的，取消其入学资格。

3.被录取的学生应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同专业学生相同。



七、其他

1.新生入校后按照大类培养，不参加专业分流，但可以根据学校相关

规定申请转换专业。

2.新生与同专业内地学生同住，按相应标准缴纳住宿费。

3.若教育部出台新的规定，以新规定为准。

八、联系方式

招生联系单位：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

招生联系电话: 0086-731-88830995

传真：0086-731-88830630

招生网址：http://zhaosheng.csu.edu.cn

中南大学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 932 号

邮箱：admis@csu.edu.cn

邮编：410083

九、本招生简章由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5 日

http://zhaosheng.csu.edu.cn


附：专业核心课程介绍

汉语言文学

核心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等。

英语

核心课程：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汉英）、口译基础、英美文学、专门用途英语、跨

文化交际、英语写作、公众演讲等。

法语

核心课程：高级法语、法国文学史、翻译理论与实践（法汉、汉法）、口译、法国文学

史、普通语言学导论（法语）等。

西班牙语

核心课程：高级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西汉、汉西）、能源矿产西班牙语、轨道

运输工程西班牙语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核心课程：计算机程序设计(VC)，数据结构，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与物联网

技术，信息系统开发技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

金融学

核心课程：金融学、财政学、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风险管理、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学、国际金融学等。

会计学

核心课程：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会计管理信息系统、审

计学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

核心课程：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外贸英语函

电、国际商法、商务谈判与礼仪、国际政治经济学

工商管理

核心课程：组织行为学、财务管理学、生产运作管理、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企

业战略管理等。



行政管理

核心课程：公共组织管理学、公共财政学、公共政策学、国家公务员制度、电子政务概

论和行政法学等。

法学

核心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中国法制史、国际法学、经济法学、商

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经

济法学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核心课程：工程图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技术、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机械制造工艺学、机电传动控制、现代制

造装备及其自动化、现代设计方法、金属成形与模具设计等。

建筑学

核心课程：建筑设计及其原理、建筑构造、建筑物理、建筑历史、建筑表现技法、数字

建筑等。

城乡规划

核心课程：城乡规划原理、城乡生态与环境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城市建设史与规

划史、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村镇规划、详细规划

与城市设计、城乡社会综合调查研究、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

数学与应用数学

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概率论统计、常微分方程，数学建模、数

学物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泛函分析、微分几何。

信息与计算科学

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概率论统计、常微分方程，数学建模、复

变函数、数值分析、微分方程数值解、数据结构与算法、运筹学。

土木工程

核心课程：工程地质、土力学、土木工程材料、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

工程施工和桥梁、隧道、道路、建筑结构的系列专业课程。



铁道工程

核心课程：工程地质、土力学、土木工程材料、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

铁路选线设计、轨道工程、混凝土桥梁、钢桥、隧道工程、铁道工程实验、施工技术、

工程管理等系列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交通运输专业

核心课程：铁路行车组织、铁路货物运输、铁路旅客运输、铁路站场及枢纽、交通规划

原理与方法、交通数学建模、交通大数据、智能交通系统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核心课程:控制工程基础、测试技术与信号处理、机车车辆工程、机车车辆制造与修理

工艺、车辆结构强度与动力学、电机及电力拖动。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核心课程：信号与系统、电磁场与电磁波、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高

频电子电路、现代网络技术，EDA 技术与应用，通信原理，半导体器件。

自动化

核心课程：自动控制原理、机器人技术基础、人工智能、计算机控制技术、检测技术与

仪表、电机与电力拖动、运动控制系统/过程控制系统、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核心课程：电磁场理论、电机学、电气工程基础、电力电子技术、电力系统分析和电力

系统保护与控制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核心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编译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操作系统原理、

算法分析与设计、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面向对象编程、数

字图像处理、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数字电子技术等。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核心课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导论、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数据

仓库与数据挖掘、可视化技术、大数据编程等。

临床医学

核心课程：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医学免疫学、微生物

学、医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



精神医学

核心课程：细胞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

理学、精神病学、行为医学、临床心理学、儿童精神病学、司法精神病学等。

麻醉医学

核心课程：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

胚胎学、生理学、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

生物科学

核心课程：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

物学等系列专业课程。

医学检验技术

核心课程：临床检验基础、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病毒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

床血液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分子诊断学、临床输血学、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药学

核心课程：药理学、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生药学、药物分析、药剂学、药理管理

学、临床药学总论。

基础医学

核心课程：物理、化学、数学、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医学分子生物学、局部

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药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

学、神经生物学、医学超微结构与超微病理、病毒学等。

预防医学

核心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形势与政策、医学伦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系统解

剖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

卫生化学、卫生毒理学、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童

少年卫生学、妇幼保健学、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学、健康教育学、卫生经济学、卫

生法学等。

法医学

核心课程：物理、化学、数学、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医学分子生物学、局部

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药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

学、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临床法医学、法医毒物分析学等。



临床药学

核心课程：临床药物治疗学（包含内科学、外科学总论、儿科学、妇产科学知识）、药

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临床药理学、遗传药理学、药物经济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

力学、临床药物化学、临床药剂学、药事管理学等。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核心课程：材料科学基础、金属塑性加工原理、材料结构分析、金属材料热处理、晶体

学基础、固体物理、材料化学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实践。

护理学

核心课程：基础护理学、健康评估、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

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