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 2018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生簡章
學校簡介

南開大學是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母
校。南開大學由嚴修、張伯苓秉承教育救國理念創辦，肇始於 1904 年，成立
於 1919 年。1937 年校園遭侵華日軍炸毀，學校南遷。1938 年與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被譽為“學府北辰”。1946 年回津複校並改為
國立。新中國成立後，經歷高等教育院系調整，成為文理並重的全國重點大
學。改革開放以來，天津對外貿易學院、中國旅遊管理幹部學院相繼併入，
經教育部與天津市共建支持，學校發展成為國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
重點建設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2015 年 9 月新校區建成啟用後，南開大學初
步形成了八裡台校區、津南校區、泰達學院“一校三區”辦學格局。南開大
學堅持“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弘揚“愛國、敬業、創新、樂群”
的傳統和“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理念，以“知中國，服務中
國”為宗旨，以傑出校友周恩來為楷模，作育英才，繁榮學術，強國興邦，
傳承文明，努力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南開大學占地 455.69 萬平方米，其中八裡台校區占地 122.50 萬平方米，
津南校區占地 245.89 萬平方米，泰達學院占地 6.72 萬平方米。校舍建築總
面積 198.67 萬平方米。按照“獨立辦學、緊密合作”的原則，與天津大學全
面合作辦學。
南開大學是國內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之一。在長期辦學
過程中，形成了文理並重、基礎寬厚、突出應用與創新的辦學特色。有專業

學院 24 個，學科門類覆蓋文、史、哲、經、管、法、理、工、農、醫、教、
藝等。學校積極構建和發展適應 21 世紀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才培養需要的學科
體系，有本科專業 80 個（其中國家級特色專業 18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
學科 29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28 個。有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6 個（覆蓋
35 個二級學科），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9 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 2 個，
一級學科天津市重點學科 27 個。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 2 個，國家工程研究中
心 1 個，2011 協同創新中心 3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8 個，教育部國際合作
聯合實驗室 1 個，科技部重點實驗室 1 個，國家環保總局重點實驗室 1 個，
教育部工程中心 3 個，天津市重點實驗室 13 個，天津市工程中心 3 個，國家
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9 個，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 1 個，國
家外專局“111”創新引智基地 7 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 5 個，
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7 個，“985 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
基地 7 個，“985 工程”科技創新平臺 4 個。
2016 年末，我校圖書館藏書 305.74 萬冊，擁有可訪問的資料庫系統 338
個，資料庫資源幾乎覆蓋所有學科領域，涵蓋了學術期刊、電子圖書、學位
論文、專利文獻等各種文獻類型。
南開大學擁有一支公能兼備、業務精湛、奮發有為、充滿活力的師資隊
伍。有專任教師 2022 人。其中，博士生導師 729 人、碩士生導師 850 人，教
授 734 人、副教授 824 人。有兩院院士 11 人，“863 計畫”首席科學家 2 人，
“973 計畫”首席科學家 13 人（14 人次），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6 人，國
家“千人計畫”入選者 13 人，國家“青年千人計畫”入選者 25 人，國務院

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15 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14 人，“長江
學者獎勵計畫”特聘教授 40 人，“長江學者獎勵計畫”講座教授 16 人，“長
江學者獎勵計畫”青年學者 6 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
專家 11 人、主要成員 29 人，教育部“長江學者與創新團隊發展計畫”創新
團隊帶頭人 10 人，國家“萬人計畫”領軍人才 8 人，國家“萬人計畫”青年
拔尖人才 7 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39 人，國家“百千萬人才
工程”入選者 22 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入選者 170 人，教
育部“跨世紀人才基金”獲得者 20 人，教育部“教學名師獎”獲得者 8 人，
天津市教學名師獎 30 人，國家級教學團隊 9 個，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
獲得者 9 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 22 人，天津市“千人
計畫”入選者 134 人，其中創新人才長期項目 15 人，天津市“人才發展特殊
支持計畫”領軍人才 3 人，天津市“人才發展特殊支持計畫”青年拔尖人才
6 人，天津市“131”創新人才培養工程第一層次人選 50 人。
南開大學具備培養學士、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的完整教育體系。現有全
日制在校學生 25647 人，其中本科生 14068 人，碩士研究生 8231 人，博士研
究生 3348 人。有成人教育學生 260 人，遠程教育學生 46323 人。
南開大學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取得了一批國內外公認的優秀
科研成果。2007 年以來，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3 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
獎 1 項、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 1 項，獲國家教學成果獎 7 項、國家級精品課
35 門、精品視頻公開課 15 門，獲中國青年科技獎 2 項，全國百篇優秀博士
論文累計入選 20 篇。10 項成果獲 2015 年度天津市科學技術獎。2013 年，被

SSCI 收錄論文 28 篇，被 CSSCI 收錄論文 1432 篇。2014 年，被 SCI 收錄論文
1432 篇，被 EI 收錄論文 822 篇，被 CPCI-S 收錄會議論文 98 篇；“表現不
俗”論文數 661 篇，占 SCI 收錄論文總數的 46.16%。2015 年度，南開大學
SCI 收錄文獻 1463 篇，同比去年增加 31 篇，增幅 2.16%，全國高校排名第
36 位；EI 收錄論文數 922 篇，同比去年增加 100 篇，增幅 11.22%，全國高
校排名第 54 位。近十年 SCI 收錄論文篇均被引用次數 14.84 次，在全國累計
被引用篇數較多的高校中保持第 1 位，超過世界平均水準。
南開大學秉承“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優良傳統，積極發揮學科、人才
和技術優勢，努力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特別是全方位服務天津
濱海新區開發開放。中國 APEC 研究院、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濱海開發研
究院、教育與產業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人權研究中心、當代中國問題研究院、
WTO 研究中心、國家經濟戰略研究院、津南研究院、統計研究院、生態文明
研究院等研究機構是國家有關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智囊團”和“人才庫”。
學校按照“國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原則，全面對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的實施，積極推動各類協同創新中心建設，與一批高校、企業、科研院所、
政府部門建立了緊密合作關係。2014 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協同創新中
心通過國家第二批“2011 計畫”認定，成為我國經濟學領域首個獲批的協同
創新中心。
南開大學不斷強化學生全面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珍視“文以治國、
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辦學理念，以“注重素質、培養能力、強化基礎、
拓寬專業、嚴格管理、保證品質”為教學指導思想，實行彈性學制、學分制、

主輔修制、雙學位制。把“課堂教學—校園文化—社會實踐”的有機結合作
為育人的基本環節，以傑出校友周恩來為楷模，塑造學生健全人格、高尚品
德、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推進創新創業教育，開辦“創業班”，建設“青
年創新創業實踐基地”，打造創業服務和專案預孵化的實體平臺。制定實施
《南開大學素質教育實施綱要（2011—2015）》，出臺《本科生素質發展輔
學指導意見》，建立“立公增能”學生素質發展輔學支持體系，全面構建南
開特色的“公能”素質教育體系，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南開大學以優良校風著稱，重視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為青年
學子的健康成長營造了豐富高雅、活潑向上的校園文化氛圍。南開畢業生以
基礎扎實、素質全面、富於開拓精神和實踐能力而受到社會各界青睞。
南開大學有著廣泛的國際影響，與國際知名的 320 多所大學和國際學術
機構建立了合作與交流關係。承建了美國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等 9 所海外孔
子學院，2012 年、2015 年兩次獲評“孔子學院先進中方合作院校”。學校承
擔了國家漢語對外教育培訓任務，推出了牛津項目等一批水準較高的海外學
習項目，參加了達沃斯全球大學領導者論壇，籌辦了首屆“天津論壇”，承
擔了國際公立大學聯盟（IFPU）秘書處工作，首批入選國家漢辦“新漢學國
際研修計畫”，與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聯合設立南開大學—格拉斯哥大學聯合
研究生院，國際化水準不斷提升。
南開大學先後授予數學家陳省身、物理學家吳大猷、經濟學家揚•米爾
達爾、臺灣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新
加坡總統陳慶炎、法國憲法委員會主席洛朗•法比尤斯等 10 位國際著名人士

名譽博士稱號。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羅伯特•蒙代爾、
彼得•杜赫提、卡爾•巴里•夏普萊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韓國前總統
金大中，歐盟委員會前主席、義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世界經濟論壇
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著名作家金庸等被聘為名譽教授，一批海內外知名學
者、著名政治家、企業家任客座教授、兼職教授。
南開大學將繼續堅持南開道路，光大南開品格，弘揚南開精神，堅持育
人為本，強化品質特色，大力實施人才強校、強勢學科、教育品質提升、科
研創新、服務濱海、國際化六大戰略，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邁進！
（資料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

國家重點學科情況
2012 年教育部學科評估，我校 20 個學科居全國前 10。
6 個一級國家重點學科：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歷史學、數學、化學、光學工程（覆蓋
了 35 個二級學科）
9 個二級國家重點學科：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學理論、中國古代文學、光學、動物學、微
生物學、環境科學、農藥學、企業管理
9 個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經濟學、數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生命
技術、中文、歷史、哲學
18 個國家級特色專業：金融學、經濟學、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數學與應用數學、化學、
物理學、環境科學、生物技術、軟體工程、電腦科學與技術、微電子學、資源迴圈科學與工
程、歷史學、中國語言文學類、英語、政治學與行政學、哲學
20 個學科居全國前 10（2012 年教育部學科評估）：世界史、化學 2 個學科分列第 2，理論經

濟學、統計學 2 個學科分列第 4，政治學、中國史、數學、光學工程 4 個學科分列第 5，應用
經濟學、工商管理 2 個學科分列第 6，社會學、考古學、植物保護、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 4
個學科分列第 7，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物學、環境科學與工程 4 個學科分列第 8，物理
學位居第 9，中國語言文學位居第 10。
保送條件
（1）持有效期限之內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及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2）應屆高中畢業生，品學兼優，高中階段學業成績優異；
（3）由中學推薦。
录取原則／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面試。
录取原則：根據學生高中階段綜合表現及面試成績確定錄取結果。
招生專業
序號

院系名稱

專業限制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專業方向
漢語言文學、廣播電視
學、編輯出版學
歷史學類、文物與博物
館學
哲學類
英語、日語、法語、德
語、俄語、翻譯、西班
牙語
法學
社會學類、政治學類、
行政管理
城市管理

1

文學院

2

歷史學院

3

哲學院

4

外國語學院

5

法學院

6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7
8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應用心理學

理科

9

馬克思主義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

文科

10

漢語言文化學院

漢語國際教育

文科

11

經濟學院

經濟學類

文理兼收

12

商學院

文理兼收

13

商學院

14

商學院

工商管理類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
類
管理科學與工程類

15

旅游與服務學院

旅游管理類

文理兼收

文科
文科
文科
文科
文理兼收
文科
文理兼收

文科
理科

16

數學科學學院

數學類

理科

17

物理科學學院

物理學類

理科

18

化學學院

化學類

理科

19

藥學院

藥學

理科

20

生命科學學院

21
22
23
24
25

生物科學類
自動化類、計算機類、
計算機與控制工程學院
信息安全
電子信息與光學工程學
電子信息類
院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
臨床醫學（5+3 年）、
醫學院
口腔醫學（5 年）
軟件學院
軟件工程

理科
理科
理科
理科
理科
理科

26

金融學院

金融學類、保險學

文理兼收

27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材料類

理科

招生計畫
2018 年我校計畫在澳門招收 10 名優秀的高中畢業生，具體招生專業見上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