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华南师范大学 2023 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广东省和教育部

共建高校及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现有“三校区四校园”，包括广州校区石牌校园、大学

城校园，佛山校区南海校园和汕尾校区滨海校园，总占地面积 5328 亩。学校设 4 个学部、45

个学院、14个研究院（中心），1个书院。 

华南师范大学创办于 1933 年，师范教育史可溯源至 1921 年创建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学

校革命传统深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复兴民族”是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林砺儒、杜国

庠、陈唯实、王燕士、马肖云等著名教育家曾先后担任学校校长。吴三立、王鹤清、盛叙功、

王越、阮镜清、黄友谋、郭大力、潘炯华、饶宗颐、罗浚、叶述武、叶佩华、汪德亮、李镜池、

李匡武、康白情、朱勃、刘颂豪、孙儒泳等众多名家名师先后在校执教。近 90 年来，一代代

华师人秉承建校之初“研究高深学术，养成社会之专门人才”的宗旨， 践行“艰苦奋斗、严

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扎根南粤，笃志树人，为国家培养了 90 余万教师和

各类人才。 

如今，华南师范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教师教育特色鲜明、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水平综合性

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培育教育人才的南方高地。近年来，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教师教育强特色、学科水平上台阶”两大战略，推进“双一流”“冲

补强”“新师范”三大建设，抓住打造人才队伍高地、科研创新平台高地，大力推进国际化、

信息化即“两高两化”四个重点，全面推进学校各领域改革发展，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综

合性师范大学的建设步伐。 

学校学科建设成效明显。物理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批全国

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心理学、体育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等 4 个学科进入 A 类学科，其中心理学获评 A＋。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植物学与动物

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数学、社会科学总论、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物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

科学、临床医学等 11 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前 1%，其中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植物学与动

物学 4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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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完备。下设 64 个人才培养单位，覆盖 12 个学科门类，共有 96 个本科

专业，33 个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23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0 个博士一级学科学位

授权点、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现有全日制学生 430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29000 余人、

硕士研究生 12000 余人、博士研究生 1400余人。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45个，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9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8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27 门，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 2个；是全国唯一同时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全

国首批创新创业教育示范高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国首批师德师风建设基地

的师范大学。 

学校师资队伍结构良好。现有教职工 5954人，其中专任教师数 2559 人，正高 699人、副

高 669 人，拥有国家级人才 188 人、省级人才 261 人。院士（含双聘和外籍）8 人，国家教育

部重大人才项目 15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5 人，“国家特支计划”领军人才 1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3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14人，国家四青人才 38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 4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3 个，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30 人，广

东省重大人才项目 48人，广东省特支计划入选者 45 人。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2人，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6 人，省级劳动模范 9人，省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6人。 

学校科研创新基础扎实。拥有“绿色光电子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高能高安全性动力锂离

子电池电解液及隔膜材料与制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科研平台 2个，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科技类科研平台 65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基地等人

文社科国家部委和省级科研平台 51 个。学校教师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项

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3项和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先后三届获

得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拥有殷墟甲骨文、战国出土文

献、商周金文等绝学成果。与清远、肇庆、番禺、梅州等地政府共建 4个异地科研机构，获批

3个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与国内企业共建 33个产学研基地。 

学校教师教育特色彰显。师范生培养覆盖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全领域，学前、

小学、中学全学段，本硕博全层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重点师范大学前列。

作为基础教育的“工作母机”，学校致力于提升广东教师队伍质量，打造南方教育高端智库，

服务广东教育综合改革，建设优质附校资源，辐射影响全国基础教育发展。学校是教育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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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计划”海外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和“双名”（名师名校长）领航基地、示范性项目和教师远

程培训机构、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广东省基

础教育“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项目执行办公室及培养基地。学校在服务港澳教育发展方面具

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先发优势，培养培训的澳门中小幼教师曾占教师总数七成。 

学校国际交流合作频繁。遵循“融入湾区、深耕东南亚、经略‘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的理念，主动服务国家开放大局和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加入了 LHCb、BESIII、STAR 实验国际

合作组，东南亚研究中心、东帝汶中心和港澳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

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东南亚学术交流机制常态

化，在东南亚 7个国家设立了 8个海外研究基地。分别在香港、澳门和马来西亚设立了境外教

学点，在海外建立了 3所孔子学院，其中 2所获评“全球先进孔子学院”。 

学校党的领导持续加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党建引领、五方协同的思

政工作体系，努力培养全面发展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6 年作为

高校代表在全国思政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2019 年获批教育部“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

创建单位。 

新时代，新征程，学校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教育报国

为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足广东、辐射全国、面向世界，培养更多“四有”好老师和适

应高质量发展的各类人才，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和文化服务，

向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师范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 

二、保送条件： 

参照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及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的相关规定，操行良好、身心

健康、高中阶段各学年总评成绩优良，或在科技、体育、文艺、社会服务方面有突出

表现的学生，并由所在中学校长推荐。 

三、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我校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根据考生面试成绩、考

生中学阶段学习成绩和报考材料，结合考生志愿，择优录取。 

报考艺术、体育类专业的考生，须同时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面试（考试），具体

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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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学制 

广州校区石牌校园 

1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教育学（师范） 文理兼招 4 

2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小学教育（师范） 文理兼招 4 

3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师范） 文理兼招 4 

4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特殊教育（师范） 文理兼招 4 

5 心理学院 理学类 心理学（师范） 理科 4 

6 心理学院 理学类 应用心理学 理科 4 

7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师范） 文理兼招 4 

8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 理科 4 

9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文学类 新闻学 文理兼招 4 

10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文学类 传播学 文理兼招 4 

11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文学类 英语（师范） 文理兼招 4 

12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文学类 英语 文理兼招 4 

13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文学类 翻译 文理兼招 4 

14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文学类 日语 文理兼招 4 

15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文学类 俄语 文理兼招 4 

16 美术学院 艺术学类 美术学（师范） 艺术（文科） 4 

17 美术学院 艺术学类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文科） 4 

18 美术学院 艺术学类 产品设计 艺术（文科） 4 

19 美术学院 艺术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科） 4 

20 美术学院 艺术学类 环境设计 艺术（文科） 4 

21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科 4 

22 数学科学学院 经济学类 金融数学 理科 4 

23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科 4 

24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类 应用统计学 理科 4 

25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类 地理科学（师范） 文理兼招 4 

26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类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理科 4 

27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文理兼招 4 

28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 理科 4 

29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类 生物科学（师范） 理科 4 

30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类 生物技术 理科 4 

31 生命科学学院 工学类 生物工程 理科 4 

32 计算机学院 理学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理科 4 

33 计算机学院 理学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科 4 

34 计算机学院 工学类 网络工程 理科 4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科 4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类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理兼招 4 

37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历史学（师范） 文科 4 

38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类 哲学 文理兼招 4 

39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法学类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理兼招 4 

40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法学类 社会工作 文理兼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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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学制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1 旅游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旅游管理 文理兼招 4 

2 旅游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酒店管理 文理兼招 4 

3 旅游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会展经济与管理 文理兼招 4 

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文理兼招 4 

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行政管理 文理兼招 4 

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公共事业管理 文理兼招 4 

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管理科学 文理兼招 4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 经济学 文理兼招 4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 金融学 文理兼招 4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招 4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人力资源管理 文理兼招 4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会计学 文理兼招 4 

13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财务管理 文理兼招 4 

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科 4 

15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电子商务 文理兼招 4 

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学类 物流管理 文理兼招 4 

17 法学院 法学类 法学 文理兼招 4 

18 体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理科） 4 

19 体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理科） 4 

20 体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类 运动训练 体育（理科） 4 

21 文学院 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科 4 

22 音乐学院 艺术学类 音乐学（师范） 艺术（文科） 4 

23 音乐学院 艺术学类 音乐表演 艺术（文科） 4 

24 音乐学院 艺术学类 舞蹈学（师范） 艺术（文科） 4 

2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理学类 物理学（师范） 理科 4 

26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工学类 信息工程 理科 4 

27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工学类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科 4 

28 化学学院 理学类 化学（师范） 理科 4 

29 化学学院 工学类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理科 4 

30 化学学院 理学类 材料化学 理科 4 

31 环境学院 工学类 环境工程 理科 4 

32 环境学院 理学类 环境科学 理科 4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学制 

佛山校区南海校园 

1 软件学院 工学类 软件工程 理科 4 

2 国际商学院 管理学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文理兼招 4 

3 国际商学院 管理学类 财务管理 文理兼招 4 

4 城市文化学院 管理学类 文化产业管理 文理兼招 4 

5 城市文化学院 管理学类 网络与新媒体 文理兼招 4 

6 人工智能学院 工学类 人工智能 理科 4 

7 半导体科学与技术学院 工学类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理科 4 

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科 4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类 电子信息工程 理科 4 

1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类 通信工程 理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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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可登录我校招生网址 http://zsb.scnu.edu.cn 详细了解。 

 

五、招生计划及专业录取： 

2023年我校计划招收澳门保送生 55名（最终招生计划以教育部下达为准），原则

上每个专业招生计划不超过 5 名，录取时，学校将视各专业的生源情况，对专业招生

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六、相关要求: 

对符合我校录取条件的考生，我校将按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录取手续，发放录

取通知书，考生须按我校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规定的时间及要求来校报到。 

新生入学后，学校以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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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对新生统一进行身体健康状

态检查，对经检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者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

办理。 

学生入学 3 个月内，将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

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将按规定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

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七、其他 

1、本校收费标准统一按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有关高校收费标准的政策文件规定执

行。 

学费标准：文科类专业 6060 元/生·学年；理工外语体育类专业 6850 元/生·学

年；软件工程专业 8000 元/生·学年；艺术类专业 10000元/生·学年。 

住宿费：收费标准为 800-1600元/生·学年。 

以上所列收费标准均以人民币计收，如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有新规定，则按新规

定标准执行。 

2、奖助学金制度：我校建有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设有政府类奖助学金（国家奖

学金、台湾学生奖学金、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其他奖助学金）、学校奖助学金（优

秀学生奖学金、学生创新奖、毕业生荣誉奖学金、新生专项助学金、其他奖助学金）、

社会奖助学金（章文晋奖学金、翰墨华章奖学金、仲明助学金等）、国家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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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开通“绿色通道”、发展型资

助育人项目（青云计划、鸿鹄行、十佳励儒学子、未来教育家、自强社）等。 

3、华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授权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下称“推免生”）资格的高校之一。推免生实行百分制的综合计分法择优选拔，按

学业成绩（课程考试原始成绩）、奖励加分两部分综合计分,按得分高低排序推荐。奖

励加分分为五类加分：论文作品类、课题类、专业竞赛类、专利类、其他类。学院名

额包括基本名额和奖励名额，基本名额根据各学院毕业生人数按比例分配，奖励名额

根据上一年考研录取率和上一年推免工作完成情况等因素分配。我校共推荐 2022届推

免生 527个，98.50%被录取到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4、我校充分发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的优势，将国际化发展作为推动国

家“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抓手。目前已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

时、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高水

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研合作、联合培养、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了数十个实质性交流

合作项目，较好地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国际

竞争力和全球胜任力。 

5、学生在校期间，按教育部及我校有关规定管理；寒暑假期间可自费离境探亲访

友。 

6、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文件执行。 

八、查询方式 

校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号 

电话：86-20-85211098  86-20-85211097 

网址：http://zsb.scnu.edu.cn 

邮箱：zsb02@scnu.edu.cn 

邮政编码：510631 

http://zsb.s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