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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理由二

中西交汇  毗邻港澳
广州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著名港口城市  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珠海  幸福之城  浪漫之城  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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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

中山手创
名列前八
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大学  

985工程  211工程高校

文理医工各具特色融合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

1924年  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

孙中山

气候
地处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年平均气温在21.5 - 22.2℃之间。

饮食
“食在广州”,中国十大美食之都。广府菜吸取我国

各大菜系之精华，融汇贯通而成一家。

语言
普通话是通行语言。

作为广州方言的粤语，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

第三大语言，全世界使用人数约为1.2亿。

三个面向
面向学术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三大建设
大团队    大平台    大项目

综合排名
世界三大权威大学排行榜稳居前列

泰晤士高等教育内地高校第 8 位
USNEWS内地高校第 8 位
QS世界大学排行榜内地高校第 9 位

学术影响
17 个学科排名在全球前 1％
仅次于北大，居全国高校第 2 位

文化中心
交融中西的岭南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经济中心
中国重要工业基地、制造中心、创意之都

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国际中心
粤港澳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家门户、对外交流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外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华侨人数

最多的城市。

图片来自网络



理由三

近代教育 开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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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

百年名校

1866年博济医学堂设立，中国最早的医学专科教育机构，后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1888年格致书院在广州开学，后发展为私立岭南大学。

博济医学堂和格致书院，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

理由四

大师云集  
人才辈出

广揽人才  群星荟萃
众多名师    学问渊博

才华惊世    学术卓著    

师道人品    永驻史册

后学风范    薪火相传

师资力量  实力雄厚
两院院士 14 人
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18 人
千人计划 47 人  居全国高校前列

长江学者和杰青人数全国高校排第八

中国南方学术与文化重镇

人才培养高地

1866 1888 1924 1926 2001

博济医学堂 格致书院 国立广东大学
定名

国立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中山医科大学

合并

陈寅恪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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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六

通识教育
精英培养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情怀和

领袖气质的学术精英、行业领袖

和社会英才。

通识教育  国内领先
 四大模块  双重编码  课程助教  小班教学

    实践教育  国际接轨
  四大教学模块  四大训练模块  三学期制

因材施教  分类培养
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国家卓越医学人才教育计划

卓越工程师教育计划

博雅教育计划

博雅学院

985院校中学科最齐全的高校

图书馆

理由五

学科齐全 
融合发展

大钟楼

·医学

·工学

·理学

5大特色学科群
人文、理学、医学、经管、应用技术与工程

17 个学科领域学术影响世界领先

（临床医学、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生物与生

物化学、材料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工程学、神经与行为

科学、环境与生态学、植物与动物学、免疫学、微生物学、

数学、计算机科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

32 个学科进入全国学科水平评估前10

（生态学、哲学、工商管理、临床医学、社会学、海洋科

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中国史、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物理学、大气科学、中国

语言文学、考古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地理学、生物学、护

理学、理论经济学、化学、药学、世界史、地质学、心理

学、统计学、数学、外国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

境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联合培养

交换生

海外实习

境外暑期班

境外交流与游学

国际交流

理由七

国际交流
全球视野

课程评估国际化
国内率先开展本科教育课程国际评估

师资队伍国际化
引进人才规模居全国前 六
近 90% 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

人才培养国际化
与37个国家和地区269所院校合作

50个联合培养项目

147个交换生项目

每学期交换生多达 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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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八
最美校园
自由绽放
南校区古朴

北校区宁静

东校区活泼

珠海校区浪漫

北校区南校区

东校区 珠海校区

生活环境
有设施  有空调  有美食  有网络

校园文化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提升

学生社团百花齐放，逾 260 个
参与社团学生超过  17000 人次

学生活动精彩纷呈：

优秀文化讲座、科技艺术节、维纳斯歌唱大赛等

学科竞赛硕果累累：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 四 连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四 夺特等奖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和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屡获殊荣



理由十

就业深造
成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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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就业满足度、主要行业入门考试通过率等

均居全国高校前列。

本科就业率 93% 以上、境内外升学率 43% 以上

就业信息资源
招聘单位数量超1200家/年

职位数超20000个

建立实习基地近300个

与大中型国企、外企及地方政府合作良好

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就业指导课程纳入必修课

100多名职业指导师

每年开设各类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国家级“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全国最早开办创业学院

创业基础教育课程覆盖率达100%

理由九

资助完善  全程无忧
“奖、助、贷、补、减、免、勤”完整的立体资助体系

奖学金  获奖比例 40%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及捐赠奖学金如许崇清奖学金、曾宪梓奖学金等

助学金  资助比例 100%
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英才助学金及捐赠

助学金如新鸿基地产助学金等

海外游学资助  总金额100万元/年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学生

勤工助学  20000人次/年

学校提供各类勤工助学岗位如行政工作助理、

整理图书资料等

晨 读 毕业季



专业级差制
调档认加分  专业用“裸分”

级差为2-1-1-1-1

调剂人性化
文理科不互调

生源地省份没有投放的专业不调

医学类和联合培养类没有填报的不调

护理学没有填报的不调

服从不退档
平行志愿的省份  调档比例105%以内

非平行志愿的省份  调档比例120%以内

政审、体检合格且服从专业调剂  不退档

级差录取
人性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