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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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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结

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简章。

一、学校全称及地址

学校校名为重庆大学，英文名称为 Chongqing University，为国有

公办全日制大学，上级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学校是国

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国家“211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特

色鲜明，涵盖 11个学科门类。作为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有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53个，专业学

位授权点 25个。设 7个学部 35个学院，在校学生 49000余人。学校

拥有院士等高层次人才 200余人，博士生导师 1000余人，副高级以

上专业技术人员 2000余人。校园占地面积 5300余亩，设有 A、B、

C、虎溪四个校区。A校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174号，B校

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北街 83号，C校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渝

碚路 131号，虎溪校区位于重庆市高新区大学城南路 55号。

二、报名资格

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持有香港永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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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证件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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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期之内，并参加 2022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的考生

均可报名。

三、招生计划及专业

2022年招生计划 30名，其中艺术类 10名，普通类 20名；具体

招生专业详见附件 1。

四、申请方式及要求

（一）网上申请及确认

1．所有考生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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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进行报名，完成资料上传。具体

要求及进程请参考《2022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办

法》。

2．有意愿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还须在重庆大学本科招

生网上按要求单独申请、提交材料等，具体要求详见《关于 2022年

港澳台侨学生报考重庆大学艺术类专业的公告》，该公告将于 2022

年 3月在重庆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zhaosheng.cqu.edu.cn)上公布。

（二）成绩要求

1．报考普通类专业的考生：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四个核心科目，

即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数学科、通识教育科最低须达到 3、3、

3、3；对于具有“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四个核

心科目总分（简称“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总分”，下同）须达到 12分，

且单科不低于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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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四个核心科目，

即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数学科、通识教育科最低须达到 2、2、

1、1，并被我校相关艺术类专业认定合格。

五、录取原则

重庆大学将全面贯彻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本着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根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结合考生高中阶段学习经历

以及“校长推荐计划”等，择优录取。

1．报考普通类专业的考生，对同一批次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按

照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总分优先，兼顾专业志愿顺序原则。香港中学文

凭考试总分相同时，专业志愿顺序优先，专业志愿顺序也相同时，则

依次按照数学科、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通识教育科成绩排序安

排专业。

2．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对同一批次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按

照我校艺术类专业成绩优先，兼顾专业志愿顺序原则。我校艺术类专

业成绩相同时，专业志愿顺序优先，专业志愿顺序也相同时，香港中

学文凭考试总分高者优先。

六、其他

1．学生体检标准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

2．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

﹝2016﹞96号）等文件进行管理。在规定的年限内达到所读专业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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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求者，颁发重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有关规定

者，颁发重庆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证书。

3．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的学费与内地学生相同，实行大类招

生的专业，按统一标准收取学费，待专业分流确定后，再按物价局核

定标准收取学费。各专业（类）实行预收费：人文科学试验班（博雅

类）4500元／年；外国语言文学类 6875元／年；建筑类 5500元／

年，工科试验班（管理与经济类）、工科试验班（电气与信息类）、

工科试验班（工程与能源类）、工科试验班（环化与健康类）、理科

试验班（数学与物理类）、人文科学试验班（法学与新闻类），5625

元／年；设计学类、绘画专业 11500元/年；舞蹈表演专业 13225元/

年；音乐表演、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表演、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 15000元/年；另工科试验班（电气与信息类）包含的

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第三、四学年 15000

元/年。住宿费：学生公寓每人 1200元/年。

4．重庆大学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在学校本科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学校纪检监察部门重点监督选拔及录

取工作的合规性，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招生过程中，若发现违规违纪

行为，请联系纪检监察办公室，联系方式：023-65106714，

cqujw@cqu.edu.cn（仅限投诉举报）。

5．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当年关于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

规定不一致时，以教育部规定为准。

6．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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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

电话：（023）65102371、65102370

传真：023-65105206

网址：http://www.cqu.edu.cn

邮箱：zhaosheng@cqu.edu.cn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174号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编：400044

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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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大学 2022 年招生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招生专业目录

序号 所属院系 招生专业（类） 科类 学制

1 博雅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博雅类）【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

哲学专业】
文史 4年

2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德语、日语专业】 文史 4年

3 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类【含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专业】 理工 5年

4

本科生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法学与新闻类）【含法学、新闻学、

广播电视学、知识产权专业】
文史 4年

5

工科试验班（管理与经济类）【含金融学、工程管理、

经济学、会计学、工程造价、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能

源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房地

产开发与管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物流管理专业】

理工 4年

6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信息类）【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感知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自动化、信息安全、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集成电路设计

与集成系统专业】

理工 4年

7

工科试验班（工程与能源类）【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土木工程、机器人工程、智能建造、储能科学与

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车辆工程、航空航天

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安全工程、

工程力学、机械电子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城市地

下空间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业设计、测绘工程、冶金工程、采矿工程专业】

理工 4年

8

工科试验班（环化与健康类）【含智能医学工程、给排

水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应用化学、药学、

生物科学、环境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环

境生态工程、环境科学、制药工程、材料化学专业】

理工 4年

9
理科试验班（数学与物理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金

融数学、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与计算科

学、应用物理学、统计学专业】

理工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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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院系 招生专业（类） 科类 学制

10

美视电影学院

表演 艺术 4年

11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 4年

12
戏剧与影视学类【含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戏

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艺术 4年

13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艺术 4年

14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艺术 4年

15 舞蹈表演 艺术 4年

16 设计学类【含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艺术 4年

17 绘画（油画、中国画方向） 艺术 4年

注：1．最终招生专业及计划以联招办公布的为准。原则上，法学与新闻类、管

理与经济类录取人数分别不超过 6名，其余各专业（类）录取人数不超过 3名。

2. 录取的新生按大类培养和管理，高年级将进行专业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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