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

办学条例设立的国际化大学。大学秉承与发扬香港中文大学的优

良学术传统，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以创

建一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大学

现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医学院、

音乐学院六个学院以及一个研究生院。大学授予香港中文大学学

位证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证书。2022年QS世界大学排

名，香港中文大学列全球第38位。

说明：①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哥本哈根商学院三校合作
项目，该专业方向有人数限制；国际商务经济学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哥本哈根商学院两校合作项目，该专
业方向有人数限制。②自2022年2月，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及其所属四个专业并入医学院；③鉴于我校实行
大类招生模式，生源地省级教育考试院所编印的《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和计划》中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理科试验班所列招生专业名称，仅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录取至理科试验班的考生实际可选择的专业包括
理科试验班下所含学院的所有招生专业（详见上表）；④临床医学专业学制为6年。

硕博项目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看见全世界
一所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

2022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天津招生政策

高考提前批次录取；高考英语单科成绩须达到120分及以上；大类
招生，大一结束自主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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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计划

经济管理
试验班
2人
大一结束
自主选专业

理科试验班③
20人

学院任选：大
学一年级入
学后，自主选
学院或金融
工程、临床医
学专业；

专业任选：大
学一年级结
束后，非金融
工程或临床
医学专业的
学生在所属
学院内自主
选专业。

招生学院

经管学院

经管学院

理工学院

人文社
科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医学院

经管、理工、数
据科学三个学
院联合培养

招生专业（括号内为专业方向）

市场营销、国际商务

（环球商务管理、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①）、
经济学（经济科学、应用经济学、国际商务经济学①）、
金融学、会计学（会计财务报告、会计数据分析）

市场营销、国际商务

（环球商务管理、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①）、
经济学（经济科学、应用经济学、国际商务经济学①）、
金融学、会计学（会计财务报告、会计数据分析）

数学与应用数学（理论数学、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新增）、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计算机工程、电子工程）（由电子信息工程更名）
应用心理学、翻译、英语

(国际企业文传、法律事务、语言技术)

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临床医学④、生物信息学②、生物医学工程②、
药学②、生物科学②

金融工程(量化金融、金融科技)

副修课程开设学院

经管学院
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副修课程

经济学、创业学、金融学、市场营销
电子信息工程、数学与应用科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应用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全球研究、历史、哲学
统计学

副修课程

类别

硕博
专业

硕士
专业

在职
硕士

专业方向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生物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经济学、金融学、
数据科学、数学哲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哲学、全球研究哲学、
应用心理学、翻译、计算机科学
同声传译、翻译（笔译/口译）、金融工程、金融学、经济学理学、会计理学、
数据科学、市场学理学、信息管理与商业分析、生物信息学、通信工程理学、
应用心理学、全球研究、城市学社会学硕士专业、公共政策、音乐表演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高级管理人员理学硕士专业、
管理学理学硕士MBM专业、金融EMBA专业

2022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津招生专业及计划

天津招生咨询微信群 招生办官微天津招生QQ群 大学官微

全球顶尖高校境外交流

大学注重国际交流和学生国际视
野的培养，在校学生中具有境外学分
学习经历的比例超过60%，在国内高
校中名列前茅。

港中大（深圳）与125所境外大学
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遍布世界29
个国家和地区，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达
218个。合作院校包括英国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加拿大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
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
首尔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

牛津大学项目：该项目从 18 所
中国内地合作院校中遴选本科生，
2021-2022学年我校入选人数居国内
高校首位。

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国王学院&
格顿学院暑期课程项目：针对本科生
和研究生开放，我校学生无需提供托福
或雅思等语言测试成绩，我校累计303
名学生入选以上暑课项目，为剑桥的国
际合作伙伴中入选人数最多的高校。

耶鲁大学国际访问生项目：该项
目仅面向其全球八所合作高校遴选拔
尖本科生，我校学生无需提供托福或
雅思等语言测试成绩，并可享受20%
的学费减免。

本硕联合培养项目：卡耐基梅隆
大学 4+1、哥伦比亚大学 4+1、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 3+2、加州大学尔湾
分校 3+2、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3+2、
新加坡国立大学 3+2、多伦多大学

3.5+1.5、明尼苏达大学 3+2、密歇根大
学3.5+1.5/3+2、雪城大学 3+2、博科
尼大学 3+2、昆士兰大学 3+1+2、奥塔
哥大学 3+1+0.5、华威大学 4+1、南安
普顿大学 4+1。

国际师资

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已建立一支
具有国际水平的师资队伍，全球引进
47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其
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5名、图灵奖得
主2名、菲尔兹奖1名，各国院士近30
名，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SIAM）、美
国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IN-
FORMS）、国际计算机学会（ACM）等
国际知名专业技术协会会士近 40
名。所有教师100%具有在国际一流
高校执教或研究工作经验，是一批具
有国际视野、富有创新精神和教书育
人热忱的优秀教师。

科研实力

大学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大数
据与信息科学、未来智能网络、生物信
息学、新材料和能源科学、国际金融与
物流、制药和精准医学等领域已组建世
界级专家队伍，正在面向国家及粤港澳
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打造
国际化科技创新平台。其中国家级科
研项目超过110多个，国际水准研究
院、重点实验室超过40个。

大学已组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科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
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切哈诺沃精

准和再生医学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霍普克罗夫特高等信息科学研
究院、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深圳高等
金融研究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研究院、未来智联网络研究院、全球
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深圳数据经
济研究院、城市地下空间及能源研究
院、深圳先进高分子材料研究院、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深圳）、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福田生物医药创新研
发中心等研究机构。

高考录取/毕业生去向

大学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生
源质量持续提升，赢得了社会广泛的
关注度和美誉度。近两年港中大（深
圳）在天津录取最低分高于特殊线80
分左右，最低录取分排位大致在天津
市考生前6%以内。

截至目前，全校已有将近200名
天津学生和教师，几届天津毕业生的
总体就业率为96.55%，其中超70%的学
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选择升
学的毕业生中超过65%的毕业生攻读
世界大学排名前五十大学的硕士/博士
学位。选择就业的毕业生就业地区主
要集中在深圳、北京、天津、广州、上海
等地的知名企业，其中2020届天津毕

业生的平均年薪达到16.34万元。

奖助学金

202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育
基金会为天津学生提供了200万高额
奖助学金。关于奖助学金申请资格，
请加入我校天津招生咨询群，详洽大
学天津招生组。

梧桐树下听凤鸣，神仙湖畔论古
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立定脚跟，
砥砺前行，继续追求卓越的教学与研
究水平，为中国培养国际化的创新型
优秀人才，致力于发展成为享誉世界
的中国一流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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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填报提前本科批次B阶段（天津
市“农村专项计划”）录取院校专业组志
愿需注意的问题

提前本科批次B阶段（天津市“农村专
项计划”）录取院校专业组为天津师范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天津中
医药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6
所市属高校的部分本科专业。志愿设置为
5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所院校专业组
志愿栏中有3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仅限具有宁河区、武清区、静海
区、宝坻区和蓟州区高中三年学籍和我市
户籍制度改革前的农村户籍，并且在宁河
区、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和蓟州区报名
参加当年我市普通高考的考生填报。提前
本科批次B阶段（天津市“农村专项计划”）
院校专业组录取时，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
于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十、填报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高水平
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志愿需注意的问题

高水平艺术团考生是指符合试点高等
学校年度招生规定确定的报考条件，具有音
乐、舞蹈、戏剧等艺术特长，并经试点招生高
校测试合格的考生。高水平运动队考生是
指符合试点高等学校年度招生规定确定的
报考条件，具有体育特长，并经试点招生高
校测试合格的考生。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
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志愿设有1个
院校专业组志愿，该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有
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报
考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高水平艺术团、高水
平运动队院校专业组志愿的考生，须参加相
应高校的考核并合格，且经教育部“阳光高
考信息平台”公示无异议。报考高水平艺术
团的考生须达到特殊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
取控制参考线。否则，填报的志愿无效。

十一、填报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
专业组志愿时，不同位次段考生的填报策略

1.位次靠前（前5%左右）考生，名校
专业组优先、兼顾专业。根据往年的录
取情况，这部分考生一般报考名校的热
门专业组，但也不要只考虑最热门院校
专业组及其热门专业，为了稳妥，还应适
当考虑其他名校的特色专业组。

2.位次较前（前15%左右）考生，重点
院校专业组、特色专业综合考虑。这部
分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综合考虑重点
院校专业组及其特色专业。选择声望
高、教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的重点院校
专业组，这些高校和专业的综合实力、毕
业后的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3.中间位次（前30%左右）考生，兼顾
院校专业组和专业。这部分考生填报志
愿的选择范围较广，但因人数相对较多，

填报的志愿容易“扎堆”。在开设相同专
业的招生院校专业组中，考生应根据高考
位次、院校专业组近年在津录取位次情
况，报考录取可能性较大的院校专业组。
4.中后位次（50%左右）考生，优先选

择院校专业组、再选专业。通常，对这部分
考生而言，选择院校专业组比选择专业更
重要。院校专业组的选择不要人云亦云，
专业选择也不要追逐“热门”，考生及家长
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根据个
人情况综合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5.位次靠后（60%以后）考生，优先选

择院校专业组。这部分考生位次靠后，
竞争优势不明显。填报志愿时，积极考
虑在津录取分数与批次控制分数线基本
持平，或者是参加过本科批次征询志愿
录取的院校专业组，来争取进入本科批
次院校机会。选择专业也要适度，并充
分考虑填报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十二、填报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院校
专业组志愿时，不同位次段考生的填报策略

1.位次靠前考生，优先选择本市院校专
业组和东部地区院校专业组。多年来，本市
的独立学院注重应用性学科建设，强化实践
教学，贴近市场，满足市场对于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从近年报考情
况看，这部分考生报考踊跃。
此外，从近年报考情况看，考生报考北

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院校
专业组比较集中，这些院校专业组呈现出志
愿满足率高、分数较高、报考集中的特点。
2.中间位次考生，优先选择省会院校

专业组、中部地区院校专业组的理想专
业。根据近年报考情况，一些省会城市院
校专业组、中部地区院校专业组的分数并
不太高，位次并不十分靠前。这部分考生
可以重点考虑填报坐落在省会城市和中
部地区的院校专业组，并且选择适合自己
兴趣特点、就业形势比较好的专业。
3.位次靠后考生，优先选择偏远地区

院校专业组或农林类、收费较高的专
业。根据近年报考情况，对于一些地处
西部和偏远省区的院校专业组，一些农
林类专业或者收费标准较高的专业，我
市考生报考并不十分踊跃。这部分考生
可根据自己的高考位次、家庭情况，积极
考虑填报这类院校专业组或专业，以最
大可能实现升入本科层次高校就读。

十三、填报高职（专科）院校志愿
时，不同位次段考生的填报策略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大力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本市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市属高职院校进行建

设，使得市属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
备、实训基地和设施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
影响不断扩大，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素质、
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就
业形势较好。按照我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方案，每年有数千名考生被市属高职院校春
季招生提前录取，春季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已
成为本市高职院校在津招生的主渠道。

1.中间位次之前的考生，优先选择本市
院校。从近年报考情况看，这部分考生集中
优先选择报考本市院校，报考北京、河北、山
东等周边地区院校的考生也比较踊跃。

2.位次靠后的考生，优先选择省会院
校和沿海地区院校的理想专业。从近年
报考情况看，这部分考生可以重点考虑
填报坐落在省会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院
校。此外，报考坐落在偏远地区的院校
或收费较高专业的考生并不踊跃。考生
可根据自己的高考位次、家庭情况，特别
是关注适合自己兴趣特点、就业形势较
好的院校或专业来综合考虑填报。

十四、填报艺术类高校（专业）志愿
需注意的问题

1.报考艺术类美术与设计学类、戏剧
与影视学类、舞蹈学类（非体育舞蹈专业）、
舞蹈学类（体育舞蹈专业）、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音乐类（声乐）、音乐类（器乐）等类
别的考生，文化成绩要求：（1）报考艺术类
本科批次校考阶段中自划线院校专业组的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对高考文化成绩没有
要求，但录取时须达到报考院校专业组自
主划定的最低文化控制线。（2）报考其他艺
术类本科和高职高校的考生，高考文化成
绩须分别达到相应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
线。专业成绩要求：（1）报考艺术类本科批
次和高职批次统考阶段高校的考生，须专
业市级统考成绩合格。（2）报考艺术类本科
批次和高职批次校考阶段高校的考生，须
参加招生高校组织的专业校考且成绩合
格。若报考专业属于专业市级统考范围，
则考生还须专业市级统考成绩合格。

2.报考艺术类本科批次校考阶段、艺
术类高职（专科）批次校考阶段的考生，
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和招
生高校（专业）的录取规则选择志愿。不
同的招生高校（专业）录取规则不尽相
同，例如，有些招生高校（专业）实行按照
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相加后综合排名，
择优录取的规则；有些招生高校（专业）
实行文化成绩上线按专业成绩排名，择
优录取的规则；还有一些招生高校（专
业）对单科文化成绩划定最低分数线等。

3.报考艺术类本科批次统考阶段和
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统考阶段的考

生，须参加全市组织的市级统考专业考
试，并且成绩合格。美术与设计学类、戏
剧与影视学类、舞蹈学类（非体育舞蹈专
业）、舞蹈学类（体育舞蹈专业）、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音乐类等类别的考生按
照综合分进行排序，综合分折算方法：

美术与设计学类综合分＝文化总
分×40%＋专业统考成绩×2.5×60%；

戏剧与影视学类综合分=文化总分+
专业统考成绩×3.75；

舞蹈学类（含体育舞蹈专业）综合分
＝专业统考成绩；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综合分=文化
总分×80%+专业统考成绩×7.5×20%；

音乐类（含声乐和器乐）综合分＝文化
总分×50%＋专业统考成绩×2.5×50%。

其中，艺术类本科批次文化总分包含语
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3门
学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
考试科目成绩（含政策加分）；艺术类高职
（专科）批次文化总分包含语文、数学、外语3
门统一高考科目总成绩（含政策加分）。

计算机根据平行志愿投档规则进行投
档。已投档考生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艺术
类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

2022年，我市新增音乐类专业市级统
考，考生在填报音乐类（特别是器乐）志愿
时，需要注意自己的器乐种类是否符合院
校专业器乐种类要求，以免投档至院校后
因无法符合院校器乐种类要求而被退档。

十五、填报体育高校（专业）志愿需
注意的问题

1.填报体育高校（专业）志愿的考生必
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体育类专业考试，
并且成绩合格。体育类考生按照综合分
进行排序（综合分折算方法：体育综合分＝
文化总分＋体育专业统考成绩）。其中，体
育类本科批次文化总分包含语文、数学、外
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
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
目成绩（含政策加分）；体育类高职（专科）
批次文化总分包含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
一高考科目成绩（含政策加分）。

没有参加体育类专业考试的考生，其填
报的体育高校（专业）志愿为无效志愿。

2.各招生高校对考生身体状况等方
面的要求有所不同，考生须认真阅读招
生高校的招生章程。

十六、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兼报普
通类高校志愿需注意的问题

艺术类本科专业、体育类本科专业
录取工作，安排在普通高校本科批次A阶
段院校录取前进行；艺术类高职专业、体

育类高职专业录取工作，安排在普通本
科批次B阶段录取结束后、高职（专科）批
次录取院校前进行。

填报艺术类及体育类本科志愿的考
生，可以兼报除提前本科批次外的其他普
通类院校志愿；填报艺术类及体育类高职
（专科）志愿的考生，可以填报除提前高职
（专科）批次外的其他普通类高职院校志
愿。填报办法均与普通类考生相同。

十七、报考香港、澳门高校考生需
注意的问题

今年，香港大学等15所香港高校、澳门
大学等6所澳门高校继续在津招收本科生。

1.招生高校

经教育部批准，在津安排招生的15
所香港高校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
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
港）岭南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树仁大
学、香港都会大学、(香港)珠海学院、香港
恒生大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东华
学院；6所澳门高校为：澳门大学、澳门理
工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旅游学院、澳
门科技大学、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2.报名条件和方式

（1）报名条件：今年在津参加普通
高考的考生均可报考。
（2）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
教育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树仁大学、香
港都会大学、(香港)珠海学院、香港恒生大
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东华学院13所
香港高校采取考前考生自主报名的办法。
报名截止期限一般为6月底，有意向报考以
上13所香港高校的考生可直接通过高校网
站、电话或邮寄的方式向高校申请办理报名
手续。依据教育部规定，香港中文大学、香
港城市大学参照内地高校的招生方式，列入
提前本科批次录取，其填报志愿的时间、方
式与其他内地在津招生的提前本科批次高
校相同。考生如有意向报读香港中文大学
或香港城市大学，可在6月下旬填报我市提
前本科批次高校志愿时选报以上2所高校。
（3）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

城市大学、澳门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
学、澳门镜湖护理学院采取网上报名的
方式，有意向的考生可直接通过高校网
站申请办理报名手续。

3.录取安排

（1）高考成绩公布后，香港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
港演艺学院、香港树仁大学、香港都会大
学、(香港)珠海学院、香港恒生大学、香港

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东华学院13所香港
高校将根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对考生的面
试成绩进行录取。按照教育部规定，以
上13所香港高校录取工作须于7月9日
前结束；已被香港大学等13所香港高校
录取并经本人确认同意就读上述高校的
考生，不能再被其他内地在津招生高校
（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录
取。如考生未被香港大学等13所香港高
校录取，仍可参加内地在津招生高校（含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的录取。
（2）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在

我市提前本科批次录取，2所香港高校均
对考生的外语成绩提出具体要求，请考
生认真阅读学校的招生章程。如考生被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录取，不能
再参加其他在津招生高校的录取。
（3）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城

市大学、澳门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镜湖护理学院采取单独录取的办法，与其
他在津招生高校的录取互不影响，而是增
加了考生的选择机会。考生如被内地高校
或香港高校录取，仍可参加澳门高校的录
取；如考生被澳门高校录取，还可参加内地
高校的录取。考生如同时获得澳门高校及
内地高校或香港高校的录取通知，可以自
行决定在澳门或内地（或香港）高校就读。

4.录取后如何办理手续

凡被香港、澳门高校录取的新生，
凭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及本人身份证、户
口本、香港入境事务处签发的进入许可
文件或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签发
的确认录取证明书到户口所在地公安
机关办理赴香港、澳门手续。

学生在香港、澳门学习期间，其内
地户口不予注销。香港、澳门高校一般
不需要学生的个人档案，考生可以向报
名所在单位咨询本人档案存放事宜。

内地学生在香港、澳门高校学业期
满，获得高等学校颁发的学历、学位证
书，内地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承认。

今年我市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

生手机号码是登录志愿填报系统、接收相

关信息的重要工具，考生要确保手机号码

准确，并注意做好个人信息及手机接收信

息的安全保管。高考填报志愿是考生和

考生家长都十分关注的大事，希望广大考

生和考生家长集中精力，充分讨论，广泛

占有信息和资料，认真分析研判，主动听

取中学和区招办的指导意见，积极征询院

校意见，用好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客观

务实地对待自己，珍惜机会，积极、审慎、

稳妥地填好自己的志愿。

衷心祝福广大考生在新时代的发

展中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方向，实现

自己的升学梦想，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让青春在激

情奋斗中绽放最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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