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8 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1. 学校简介
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办于 1956 年，是新中国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高
等学校之一，先后直属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2000 年后
转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管理，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建
的广东省“211”工程建设高校，是国内首批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单位，拥有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2002 年和 2008 年，学校两次接
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结果均为“优秀”。2012 年，学校中
医学专业通过教育部中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认证。2017 年正式成为教
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经过六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整体办学水
平、医疗服务能力、国际影响力均位居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
学科建设绩效优。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 个，一级学科省重
点学科 3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25 个。其中，一级学科中医学
学科水平和实力一直保持全国同行前列，2007 年被教育部认定为一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学校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同为广东省内拥有一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 3 所高校之一，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同为全国同类
院校中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学的 2 所高校之一。2012 年，在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教育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工作中，我校一级学
科中医学全国排名第二、中药学全国排名第三（并列）
、中西医结合全国
排名第四。
师资队伍实力强。现有专任教师 1300 人,其中正高职称 383 人，副
高职称 451 人。拥有一批以国医大师邓铁涛、禤国维、周岱翰为代表的
著名专家教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 名、国家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2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1 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3 人、全国名老中医 38 名、珠江
学者特聘教授 6 名、省级教学名师 6 名、广东省名中医 48 名等一大批知
名医药专家以及在医疗领域有影响的学科、学术带头人。
人才培养水平高。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8994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3124
人，博士研究生 1173 人。有二级学院 16 个，本科专业 24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 6 个、硕士点 47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 个、博士点
1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 个，中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全国唯一的
中医学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1 个，国
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 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 3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
课程 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3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1
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4 项。是教
育部开展“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承担中医
拔尖创新人才模式改革（9 年制）试点项目的 6 个高校之一。中医类毕
业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名列中医药院校前茅。在读研究生发表文
章单篇影响因子高达 6.107。设立创业学院和创业园，累计入驻创业团
队 16 个。2010 级学生王锐旭创办的公司市场估值过亿元，他本人被评
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典型代表。
科技创新平台多。围绕内涵发展与中医药产业化服务，已建成一批
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为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建立良好的平台。目前
有省部以上科研平台 57 个，其中包括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新药
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现代
中成药工程技术中心等。新组建的“华南中医药协同创新中心”和“肿
瘤中医药防治转化医学研究协同创新发展中心”2014 年成为首批省级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现有校级研究机构 16 个。2012 年来承担各级各

类科研项目 1226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58 项，包括国家“973 计划”首
席科学家项目 1 项、“973 计划”课题 5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01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1 项、课题 7 项，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课题 1 项，科研总经费 4.57 亿元，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 项（合作）
、省部级奖励 19 项。2007 年，被授
予“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示范基地”。自主研制的双氢青蒿素哌喹复方
被世界卫生组织《疟疾治疗指南》第二版收录，并向全球重点推荐使用。
青蒿素复方新药曾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给非洲国家。
经济社会服务好。先后培养了 6 万多名中医药专门人才，分布在全
球 110 多个国家或地区。与省内外 15 个市县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在全
省指导建立了 16 个中药材规范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 20 多万亩。与东
莞市人民政府、广东松山湖中医药健康科技园共建“华南中医药协同创
新中心”,与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
有限公司共建“肿瘤中医药防治转化医学研究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获
授权专利 146 件，专利成果转化 15 件，获新药临床批件 32 个，新药证
书 6 个。由学校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 类新药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占领青蒿素终端产品国际市场，帮助非洲国家科摩罗完
成快速控制疟疾的任务。学校及两个下属单位同时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和商务部列入全国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骨干企业（机构）名录。
实施校院联动战略，形成以 43 个国家和广东省重点专科为龙头的专科专
病技术群，第一、二、三附属医院年门诊总量达 1100 多万人次，年出院
总量达 15 万人次，医疗综合服务水平在全国中医药院校首屈一指。
交流合作领域宽。国际教育规模稳步扩大，境外学生 2299 人，覆
盖包括港澳台在内的 33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外国留学生 868 人。对外短
期培训不断拓展，共为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9000 多人次进行了中

医药短期教育培训。对港免试招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与深圳市人民政
府、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成立广中医
皇家墨尔本理工深圳生命健康与工程学院”，旨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中医药高端人才。与美国哈佛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丹麦奥尔
堡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瑞典卡特洛琳医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医学
院、韩国釜山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医疗服务等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聘请了一批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外国专家
来校工作。
学校秉承“厚德博学、精诚济世”的校训，在发展中医药学术、建
设健康中国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保送条件
（1）招生对象：符合中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要
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2）申请条件：热爱祖国、品德端正，符合教育部体检要求，原则
上高中期间不得有不及格科目，且符合以下任意一条者可申请报名：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成绩优秀；
 中医药世家或对中医药学科及中华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者；
 在科技创新、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突出特长和培养潜能者；
 综合素质高，有团结协作精神，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者；
 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者。
3. 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我校采取资料审核及面试的方式进行考

核，根据考生面试成绩，结合考生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和报考志愿，择优
录取。

4. 招生专业
序号
1

院系名称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专业方向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医学类

中医学

文理兼收

第二临床医学院
2

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

医学类

针灸推拿学

文理兼收

3

中药学院

理学类

中药学

理科

4

护理学院

理学类

护理学

文理兼收

5.招生计划
2018 年我校计划招收澳门保送学生 20 名。各专业招生计划不定，
录取时，学校将视各专业的报考情况，确定各专业的录取人数。

6.相关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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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按照我校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规
定的时间及要求来校报到。
（2）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将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制定并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新生入学
后，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身体检查，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其
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商转其他专业。请申请者报考前提前进行
身体检查。

7.其他
（1）学费及住宿费
学生入学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学生学费、住宿费
的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执行。目前收
费标准如下：
项目

收费标准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RMB 7660 元／生·学年

中药学学费
护理学学费

RMB 6960 元／生·学年

住宿费（四人间）

大学城校区：RMB 18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单人间)

大学城校区：RMB 160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双人房(两人合住))

大学城校区：RMB 9600 元／生·学年

以上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以广东省物价局批文为准。
（2）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文件执行。
（3）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广州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

8、查询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广州中医药大学
办公楼 621 办公室
联系人：陆老师
联系电话：86-20-39358354
传真电话：86-20-39358478
邮箱地址：021210@gzucm.edu.cn
招生网页：http://studyoverseas.gzucm.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