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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高校公布本科招生计划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年招生总规模
6700 人，与去年计划持平，土木类新增
水务工程专业， 材料类中新增功能材
料专业。

在人才培养方面，本科生在入学后
可以通过参加有二次选拔的创新班、
卓越班、 全英班、2+2 联合班等教改班
以及广州国际校区相关专业选拔，转
入新的专业。

卓 越 班 培 养 模 式 以 “3+1” 和
“3+1+X”为基本框架，其中，3 年为本
科阶段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学习，1
年为本科阶段的实践能力培训，X 年为
硕士研究生阶段知识学习、工程研发能

力或法律事务能力培养，采取“校外导
师 + 校内导师”双导师机制，力求培养
站在国际技术发展前沿、 了解国情、掌
握关键技术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此外，2+2 联合班人才培养模式是
中外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第一、
二年在华工学习，培养计划参考合作高
校对应专业前两年的课程模块，在达到
国外合作高校有关绩点、学分、托福或
雅思等语言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国外合
作高校申请材料审核后， 就可以在第
三、 第四年到国外合作高校进行学习。
学习期满若符合两校学位授予的要求，
可获得学校及国外合作高校学士学位。

暨南大学的 2020 年招生计划整
体与去年持平，新增西班牙语、人工智
能两个招生专业。

据悉， 西班牙语全国总共招生 7
人，学位授予门类为文学，学制四年，旨
在培养拥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具备扎实
的西班牙语专业知识与技能，具有良好
的综合素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从事

跨文化沟通的复合型西班牙语人才。
人工智能全国总共招生 120 人，学

位授予门类为工学，学制四年，重点打
造智能信息处理、智能物联、智能制造、
智能机器人等特色专业方向，旨在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结构合理，
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具有创新精
神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级专业人才。

华南师范大学今年本科计划招生
7000 人， 其中师范类专业招 2580 人，
非师范类专业招 4420 人，师范类专业
招生比去年略有增长。 师范专业计划
在广东招生 1982 人，广东省外将面向
河北、山西等 25 个省份招生。

值得一提的是，华师不断推进本科
教育国际化，与境外一百多所院校有交
换生合作培养协议，选拔学生出境进行
课程学习、实习实践、短期交流等。 学
校构建“双库、两渠道、多选择”的本科
出国学习管理机制， 对国家公派留学、

学校公派留学、课程交换学习、短期交
流等项目予以资金奖助，鼓励本科生追
求卓越发展、国际化发展。

据了解， 华师还与国外 7 所知名
高校联合办学，开设了财务管理（中澳
联合培养 ）、 财务管理 （中美联合培
养 ）、金融工程 （中英联合培养 ）、电子
商务（中澳联合培养 ）、法语（中法联合
培养 ）、 电子信息工程 （中澳联合培
养）、软件工程（中英联合培养 ）等中外
联合培养专业， 引进国外优质师资和
教学模式。

今年华南农业大学招生计划与 2019 年
持平，其中，广东省招 7647 人。 从文理招生
情况看，理科招 3550 人，文科招 1589 人，理
科人数比起去年有所减少。

在本科专业设置上， 学校新增了人工
智能专业。 由于学科调整等原因，学校暂
停商务英语、交通运输、工业工程、软件工
程 （温氏阿里创新班 ）、社会学、通信工程
共 6 个专业的招生。

同时，因为生态学、木材科学与工程、
海洋科学、 资源环境科学、 中药资源与开
发、 社会工作 6 个专业转到提前批理科招
生，所以在理科本科批次上，此 6 个专业停
止招生。 原来的社会学类（含社会工作、社

会学专业）、电子信息类（含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专业）取消大类招生，分别改为社
会工作专业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招生。

此外， 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班招生的
理科专业中，生命科学 （中外合作办学 ）、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中外合作办学 ）、 园艺
（中外合作办学）3 个专业，是 2020 年教育
部批准设立华南农业大学广州都柏林国际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招生专业， 招生计
划为 180 个，其中 120 个计划在广东省招
生，60 个计划在其他省份招生。 这三个专
业将采用 4+0 培养模式，大学本科四年均
在华农学习，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派专业老
师来学校为学生授课。

据了解，南医大 2020 本科计划全国招
生 3200 个，与去年持平，其中，文史类为
480 个，较去年增加 50 个，理工类为 2720
个，较去年减少 50 个。 在广东省内的招生
计划为 1780 个，包括提前批 45 个，农村
专项 60 个。 其中， 文史招生计划为 100
个，提前批与农村专项计划各占 25 个；理
工类为 1630 个，包括提前批 20 个，农村

专项 35 个。
南医大提示，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

连读） 专业一、 二年级学生在国防科技大
学（湖南长沙 ）进行基础课程学习，之后回
校本部学习；临床医学 （卓越创新班 ）、基
础医学（院士创新班 ）全程在校本部学习；
其他专业一、 二年级在顺德校区分属四个
书院，之后在专业所属学院学习。

广东医科大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暨大成立华文考试院

高招季来临！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孙唯 实习生 夏嘉欣 盘淑仪
通讯员 卢庆雷 李伟苗 翟梅杰 杨柳青 陈芃辰 欧少彬 孟楠

随着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广东各高
校于近日陆续公布了今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并
为考生、家长在学校与专业选择上提供信息参
考、填报建议。

华南理工大学
新增水务工程、功能材料两个专业

暨南大学
新增西班牙语、人工智能两个专业

华南师范大学
与境外高校联合办学，推动本科教育国际化

华南农业大学
新增人工智能专业，6 个专业暂停招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今年本科
招生计划为 2870 人，其中广东
省普通类计划 1895 人，定点定
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专项计划
200 人， 地方专项计划 60 人；
外省普通类计划 643 人； 其他
类共 72 人。

此外，学校开放 23 个专业
招生，横跨医学、理学、工学、管
理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 7

个学科门类。 广中医拥有国家
“双一流”建设学科 1 个；广东
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 5
个；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
重点学科 25 个； 临床医学、药
理学与毒理学等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行列。学校一流
专业和优势特色专业多， 招生
指标逐渐向一流学科专业群倾
斜。

广州中医药大学
招生指标逐渐向一流学科专业群倾斜

广州医科大学今年本科招
生计划 2160 人，比去年略有增
长 ，在全国 19 个省 、市 、自治
区、港澳台地区招生，首次在上
海投放招生计划， 增加外省招
生覆盖面。 其中，广东省普通类
招生计划 1640 人，地方专项招
生计划 60 人， 省外招生计划
399 人 （ 含 国 家 专 项 计 划 50
人 ），新疆少数民族预科班转入
计划 18 人，内地新疆高中班招

生计划 22 人。 新疆少数民族预
科班招生计划 20 人。

广州医科大学将开放 22
个本科招生专业，覆盖医学、理
学、管理学、工学、法学 5 个学
科门类。 另外，广医开设了南山
学院、金域检测学院、药学卓越
班、 生物技术卓越班四大特色
教育，实行个性化教学，培养适
应社会不同需求的高素质卓越
人才。

广州医科大学
特色教育实现个性教学

广东药科大学今年面向全国
25 个省份计划招收本科生 4800
人。其中，理工类全国招 4312人，
较去年增加 1267 个 （广东招
3851 个，较去年增加 1010 个）；文
史类专业不在省外招生， 计划省
内招 340人，较去年增加 135人。

据了解， 广东药学院今年
面向江门、揭阳、茂名、肇庆、云

浮五市实行免费医学生招生计
划，计划数为 100 人，而定向培
养考生须与定向县 （市 、区 ）的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签订《农村订单定
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
议书》，毕业后派遣到指定的定
向县 （市 、区 ）定向服务单位连
续服务 6 年。

广东药科大学
招4800人，文史类专业仅本省招生

广东金融学院今年本科 55
个专业计划招生 5300 人，比去
年增加 1300 人， 面向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其
中， 广东省招生计划 4985 人，
预留计划 53 人。

在招生专业上， 今年新增 3
个本科招生专业，分别为金融科

技、金融学（2+2 创新班 ）、会计
学（2+2 创新班）。

在广东省， 广东金融学院
本科批次共分三个招生代码进
行招生， 分别是普通类招生代
码 11540、 地方专项招生代码
31540、中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
项目单独招生代码 7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增招 1300 人，新增 3 个专业

新工科专业多校增设

南方医科大学
文史类增招 50 人，理工类减招 50 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今年计
划招生总数 5100 名， 其中，在
广东招 4167 人（含 130 名面向
省 内 农 村 和 贫 困 地 区 学 生 的
“地方专项计划 ”）， 包括文科
2101 名，理科 1965 名，艺术类
101 名。

今年，广外 65 个专业有招
生计划。 其中，英语（师范类 ）、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 ）为本科
提前录取批次。 英语（师范类 ）
计划招生 150 名 （其中文科 90
名 ， 理科 60 名 ）， 较去年增加
60 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今

年新增设的师范类专业， 计划
招生 70 名（其中文科 49 名 ，理
科 21 名）。

招生专业中， 除经济统计
学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软件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三
个专业 ）只招理科学生外，其余
专业均是文理科兼招。

据悉，广外将继续实施“大
类招生”， 共有 21 个专业按 7
个大类招生，4 个专业（含 16 个
专业方向） 不分专业方向招生，
涉及的新生人数约占 62.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采用大类招生，增强专业选择自主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 实习
生盘淑仪， 通讯员王丽君报道：基
本 科 学 指 标 数 据 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 是当今
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
术机构、国家 / 地区国际学术水平
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
一。 7 月 9 日，ESI 发布了最新数
据，数据显示，广东医科大学药理学
与毒理学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

前 1%，学校学科建设取得新突破。
数据显示，广东医科大学 ESI

综合排名位列国内同类高校第 22
位，位列省内同类高校第 3 位。 全
球共有 938 所高校及科研机构进
入药理学与毒理学 ESI 学科全球
前 1%行列，广东医科大学药理学
与毒理学的国际排名为第 927
位，收录论文 284 篇，被引用次数
3563 次，篇均被引用 12.55 次。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揭牌

把毛入学率提高到全国先进水平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夏嘉欣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实习
生夏嘉欣，通讯员黄佳媛、苏运生
报道：7 月 14 日， 暨南大学华文
考试院、 暨南大学国家语言文字
推广基地揭牌典礼在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举行。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林如鹏教授被敦聘为暨南大学华
文考试院院长。

据介绍，暨南大学华文考试院
是暨南大学在新时代面向海外开
展华文教育， 彰显侨校办学特色
的重要抓手。 其中，“华文水平测
试”项目（简称 “华测 ”）为海外华
裔青少年华语水平的测量提供统
一化标准。2019 年底，暨南大学获
批成为国家教育部首批 60 所“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之一，具体

承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海
外传承传播的工作任务。

揭牌仪式上，暨大华文学院院
长邵宜指出， 暨大华文考试院以
“华文水平测试”“华文教师证书”
两个重大项目为依托，同时，借助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平台，更
好地满足海外日益增长的对华语
人才的迫切需求，促进中华语言文
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承与传播。

据了解，截至目前，“华测”在海
外已设有 41 个考点， 遍布五大洲
16 个国家。“华文教师证书”考试已
在印尼、泰国、缅甸、英国、日本、加
拿大、 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 185 个
考点开考 ，10486 人参加考试 ，
6089 名考生获得华文教师证书。

全国高校名单公布，广东高校数量居全国第二，专家支招“教育强省”建设———

近日， 教育部发布 2020 年全国高校名单
（港澳台地区除外，下同）。名单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3005 所。 其
中，普通高等学校 2740 所，含本科院校 1258
所、高职（专科）院校 1482 所，成人高等学校
265 所。 其中，广东 154 所，与去年数量一致。
这些数字的背后蕴含哪些信息？ 目前我国的高
等教育规模在全世界范围排名如何？ 广东的高
等教育建设事业仍存在哪些问题？ 羊城晚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相关教育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
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李
盛兵告诉记者， 自 2007 年以
来，教育部在每年高考前都会
公布全国所有高校名单。 2007
年， 全国高等学校共有 2321
所，其中普通高校 1909 所，成
人高校 412 所。 该年的高等教
育整体规模超过 2700 万人，
毛入学率 23%。到了 2020 年，
全国高校数量增加近 30%，高
等教育整体规模接近 4000 万
人，增加近 50%，毛入学率超
过 50%。 数据表明，中国高校
的校均规模扩大了。

据李盛兵教授统计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 中国高等教育
规模最大，其次是印度和美国。
然而， 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 （51.6%） 仍远低于美国
（88%）。印度的高等学校最多，
近 50000 所。 美国排第二，超
过 8000 所，其中有学位授予权
的高校 4298 间 （2018 年 ），包
括 1626 所公立高校，1687 所
私立非营利高校，985 所私立
营利性高校， 私立高校占总数
的 62%。 相比较下， 我国民办

高校仅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
28%。“我国民办高校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政府可以利用社
会资本来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
育，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
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质量建设
人力资源强国。 ”李盛兵说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则认为，高校数量只
是衡量高等教育水平的其中
一个指标，更应关注教育质量
的问题，如专业学科建设和影
响力等方面。 同时，不宜简单
地以高校数量和当地人口的
比例作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
的比较依据。 储朝晖指出，“相
对具有可比性的，应该是高校
的生源分布、生源成绩、研究
成果等刚性指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熊丙奇也表示，目前衡量高
等教育的核心指标不应是高
校数量，高校之间也不应盲目
追求等级排名，“过分强调高
等教育的等级化，将无法缓解
社会的教育焦虑，我们更应关
注把各种层次各个类型的大
学都办出一流水平。 ”

2020 年，广东省有普通高校 154 所，而在 2007
年广东省仅有 109 所普通高校，13 年间数量增加
了 45 所。李盛兵教授指出，目前广东的高等学校数
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高校对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贡献率大，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科学研究实
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全国也位居前列，“这些都反
映出广东省教育强省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然而，广东高校教育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李
盛兵认为，目前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高校布局相
差很大，而且珠三角的江门、惠州、肇庆、佛山、中山
等地高校数量有待增加、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
外，在科研水平与人才培养工作与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人才高地和科技创新高地目标要求的距离要努
力逐渐拉近。

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设“教育强省”？ 李盛兵建
议 ，要落实优先发展教育理念 ，把毛入学率提高
到全国先进水平之上 ，大力扩建高等学校，大力
发展公办和民办高等学校。 同时，树立发展高等
教育就是发展经济的理念，把高校建设作为当地
经济、文化、科技、消费、就业发展的引擎。 此外，
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上的合作， 构建与港澳高校一体化的教育体
制、机制和运作体系。

熊丙奇表示， 广东要进一步扩大学校自主权，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消除学校等级化思想。 储朝晖
提出， 广东要优先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
题，提高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其次，要提高教
育思想、教育理念的丰富度。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
民办高校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广东 13 年增加 45 所高校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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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今年的招生规模稳定，面
向全国计划招生约 8000 人， 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在广东省内预计招收文
科 629 人，理科 2535 人，预留计划不
超过招生计划总数的 1%。 广州校区、
珠海校区、深圳校区“三校区五校园”
57 个院系 63 个招生大类 （专业 ）以统
一代码（10558）进行招生。

据了解，今年中大新增四个专业招
生， 分别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遥
感科学与技术专业， 土木工程学院的
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专业，农学院的
农学专业以及艺术学院的音乐表演专

业。 同时，在珠海校区新成立人工智能
学院和软件工程学院， 全国招生计划
各 90 名。

值得注意的是， 中大今年首次招
收音乐表演专业的本科生， 面向广
东、山西、湖北 、湖南、辽宁等 5 个省
份招 50 人， 其中广东招生不分文理
科，共招收 38 人。 据悉，音乐表演专
业学制四年， 招生方向包括声乐表
演、钢琴表演、小提琴、萨克斯、长笛、
单簧管、琵琶、古筝、竹笛等。 成绩优
秀的毕业生可获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资格。

中山大学
本科首次招收音乐表演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