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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石牌校区 特殊教育 师范 3

033 石牌校区 教育学 师范 23

034 石牌校区 历史学 师范 116

035 石牌校区 英语 师范 107 6850

036 大学城校区 汉语言文学 师范 294

037 石牌校区 学前教育 师范 9

038 石牌校区 小学教育 师范 4  

039 石牌校区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0 石牌校区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 39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地理或化学 师范类3 专业组203 041 石牌校区 地理科学 师范 23 6850 不招色盲

042 石牌校区 日语 40

043 石牌校区 翻译 20

044 石牌校区 俄语 16

045 石牌校区 英语 22

046 石牌校区 社会工作 14

047 大学城校区 行政管理 19

048 大学城校区 公共事业管理 27

053 大学城校区 旅游管理 18

054 大学城校区 酒店管理 19

055 大学城校区 会展经济与管理 20

056 大学城校区 经济学 17

057 大学城校区 金融学 20

058 大学城校区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

059 大学城校区 会计学 23

060 大学城校区 财务管理 23

061 大学城校区 人力资源管理 17

062 大学城校区 物流管理 20

063 大学城校区 电子商务 25

064 石牌校区 传播学 30

065 石牌校区 新闻学 16

066 南海校区 财务管理 40

067 大学城校区 法学 115

068 南海校区 网络与新媒体 140

069 南海校区 文化产业管理 40

049 石牌校区 马克思主义理论 58

050 石牌校区 哲学 30

051 大学城校区 政治学与行政学 17

地理或化学 普通类3 专业组206 052 石牌校区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15 6850 不招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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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石牌校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师范 26 685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136 石牌校区 学前教育 师范 7 6060

137 石牌校区 心理学 师范 38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138 石牌校区 特殊教育 师范 3

139 石牌校区 小学教育 师范 11

140 石牌校区 教育学 师范 8

141 石牌校区 教育技术学 师范 29

142 石牌校区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123

143 石牌校区 英语 师范 30

147 大学城校区 物理学 师范 194 不招色盲

144 石牌校区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5 石牌校区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 10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化学或生物 师范类3 专业组213 146 石牌校区 生物科学 师范 53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化学 师范类4 专业组214 134 大学城校区 化学 师范 140 6850 不招色盲色弱 

地理或化学 师范类5 专业组215 133 石牌校区 地理科学 师范 21 6850 不招色盲 

092 石牌校区 应用心理学 30 不招色盲色弱 

093 石牌校区 网络工程 21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094 石牌校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095 南海校区 人工智能 10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096 南海校区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7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097 南海校区 通信工程 8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098 南海校区 电子信息工程 80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099 大学城校区 信息工程 61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100 大学城校区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99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101 南海校区 软件工程 400 8000

102 南海校区 网络与新媒体 46

103 大学城校区 法学 30

104 南海校区 财务管理 40

105 石牌校区 教育技术学 25

106 石牌校区 新闻学 11

107 石牌校区 传播学 5

108 大学城校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9

109 大学城校区 电子商务 25

110 大学城校区 物流管理 28

111 大学城校区 人力资源管理 28

112 大学城校区 财务管理 30

113 大学城校区 会计学 35

114 大学城校区 国际经济与贸易 28

115 大学城校区 金融学 28

116 大学城校区 经济学 31

117 大学城校区 会展经济与管理 38

118 大学城校区 酒店管理 40

119 大学城校区 旅游管理 38

120 石牌校区 应用统计学 32 6850

121 石牌校区 金融数学 30 6060

122 石牌校区 信息与计算科学 30

123 石牌校区 日语 4

124 石牌校区 翻译 6

125 石牌校区 俄语 4

126 石牌校区 英语 8

127 石牌校区 社会工作 6

128 大学城校区 管理科学 52

129 大学城校区 行政管理 17

130 大学城校区 公共事业管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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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石牌校区 哲学 8

091 大学城校区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

087 大学城校区 环境工程 40 不招色盲色弱 

088 大学城校区 环境科学 46 不招色盲色弱 

089 石牌校区 生物技术 27 不招色盲色弱 

084 大学城校区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40 不招色盲色弱 

085 大学城校区 材料化学 26 不招色盲色弱 

086 石牌校区 生物工程 14 不招色盲色弱 

081 石牌校区 地理信息科学 38 不招色盲

082 石牌校区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18 不招色盲

083 石牌校区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13 不招色盲

148 汕尾校区 材料物理 30

149 汕尾校区 物联网工程 30

150 汕尾校区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30

注：1、以上内容仅供参考，最终招生内容以《广东省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实际公布为准。
    2、我校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
知》（教学厅〔2010〕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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