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大學 2020 年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簡章 

1、學校簡介 

◎綜合實力優異 

湖北大學地處國家中部地區中心城市、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學校是湖北省

人民政府與教育部共建的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湖北省“國內一流大學建設高

校”，被教育部認定為“全國首批深化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示範高校”。 

◎文化底蘊深厚 

湖北大學迄今有近 90 年辦學歷史，前身湖北省立教育學院於 1931 年

在武昌寶積庵誕生。學校雖數易校名，幾度搬遷，卻弦歌不輟，人文日新。

滋蘭樹蕙，凝練了“日思日睿，篤志篤行”的校訓箴言；歲月鎏金，熔鑄

了“自強不息，克難奮進”的“習坎”精神。設有中華文化發展協同創新

中心、古籍研究所、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文化建設研究院、拉丁美洲民

族與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學者研著《漢語大字典》《爾雅詁林》《漢

語成語辭海》等文化巨著，研創發佈《中國文化發展報告》《巴西發展報告》

等有廣泛影響的皮書作品，人文社科研究在學界有良好聲譽。 

◎辦學條件良好 

學校現有武昌主校區、漢口校區、陽邏校區 3 個校區，總占地面積 2100

餘畝。校舍總建築面積 71 萬平方米，固定資產 13.76億元、教學科研儀器



 

 
 

設備總值 4.24 億元。圖書館總面積 4.73 萬平方米，館藏紙質文獻 241.51

萬冊，電子圖書總量 297.58 萬冊，中外文資料庫 311個。學校位於長江之

濱，坐擁沙湖風景區，是湖北省綠化紅旗單位、湖北省放心食堂授牌單位。 

◎學科門類齊全 

學科專業涵蓋哲、經、法、教、文、史、理、工、農、醫、管、藝等

12 個學科門類。其中，材料科學、化學 2 個學科進入 ESI 國際學科排名全

球前 1%，材料科學學科入選 US News 世界最佳學科，材料科學與工程、納

米科學與技術入選軟科世界一流學科，躋身世界高水準學科行列。材料科

學與化學、中國語言文學與哲學文化、生物學入選湖北省“國內一流學科

建設學科”。在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學校有 15個學科在湖北省屬高校

中排名第一，8 個學科在湖北地區高校中排名前三。現設有 18 個學科性學

院，本科專業 78 個。有 9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6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

站，27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9 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類別。擁有 16

個“十二五”湖北省重點一級學科，2 個“十三五”湖北省優勢特色學科

群，44 個“楚天學者計畫”設崗學科。 

◎對外交流活躍 

學校已與 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150所高校、科研機構建立了學術交

流與科研合作關係，並先後與美國孟菲斯大學、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聖

多美及普林西比島大學合作建立孔子學院,與波蘭雅蓋隆學院合作建立孔



 

 
 

子課堂。其中，美國孟菲斯大學孔子學院和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孔子學院

多次榮獲“全球先進孔子學院”稱號。學校自上世紀 60年代開始招收國際

學生，現有本、碩、博等各類國際學生 200 余人。 

◎交通出行便捷 

湖北大學主校區位於武漢市內環核心，毗鄰徐東商圈，校園周邊交通

便利，通達武漢三鎮。武漢長江公鐵隧道、武漢長江隧道、武漢長江二橋

臨近校園；地鐵 7 號線設有湖北大學站，可高效換乘抵達武漢天河機場；

距離武漢火車站約半小時車程，可于此搭乘高鐵直達北京、上海、香港等

地。 

2、錄取原則 

《2020 年內地高校招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辦法》中的基本要求，

學校不附加要求。學校原則上按考生意願錄取至填報我校的第一志願專業。  

(1)除“校長推薦計畫”外，最低錄取標準為“3、3、2、2”，即參加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第 3級及以上，數學科、

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 級及以上。 

(2)“校長推薦計畫”以內的考生最低錄取標準為：四門核心課程的分

數之和須為 10 分（含）以上，且每門課程的分不得低於 2 分（含）。 



 

 
 

3、招生專業 

序 

號 
院系名稱 專業方向 招收專業 

專業 

限制 

學

制 

1 
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院 
材料類 

材料化學、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新能源材料與器件、材料科學與

工程 

理科 4年 

2 化學化工學院 化工與製藥類 化學工程與工藝、製藥工程 理科 4年 

3 化學化工學院 化學類 化學、應用化學、化學生物學 理科 4年 

4 
電腦與資訊工程

學院 
電子資訊類 電子資訊工程、通信工程 理科 4年 

5 
電腦與資訊工程

學院 
電腦類 

電腦科學與技術、軟體工程、資

訊安全、物聯網工程、資料科學

與大資料技術 

理科 4年 

6 教育學院 教育學類 教育技術學、教育學 文理兼收 4年 

7 教育學院 心理學 心理學 理科 4年 

8 歷史文化學院 檔案學 檔案學 文理兼收 4年 

9 歷史文化學院 
國際事務與 

國際關係 
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 文理兼收 4年 

10 歷史文化學院 歷史學類 歷史學、文物與博物館學 文科 4年 

11 馬克思主義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文科 4年 

12 商學院 工商管理類 
工商管理、會計學、 

人力資源管理、市場行銷 
文理兼收 4年 

13 商學院 
管理科學 

與工程類 
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工程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14 商學院 國際經濟與貿易 國際經濟與貿易 文理兼收 4年 

15 商學院 金融學 金融學 文理兼收 4年 

16 商學院 經濟學 經濟學 文理兼收 4年 

17 商學院 旅遊管理 旅遊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序 

號 
院系名稱 專業方向 招收專業 

專業 

限制 

學

制 

18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 理科 4年 

19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科學類 
生物科學、生物技術、 

生物資訊學 
理科 4年 

20 生命科學學院 藥學 藥學 理科 4年 

21 
數學與統計學 

學院 
數學類 

數學與應用數學、 

資訊與計算科學 
理科 4年 

22 
數學與統計學 

學院 
應用統計學 應用統計學 理科 4年 

23 外國語學院 法語 法語 文理兼收 4年 

24 外國語學院 葡萄牙語 葡萄牙語 文理兼收 4年 

25 外國語學院 日語 日語 文理兼收 4年 

26 外國語學院 外國語言文學類 英語、翻譯 文理兼收 4年 

27 文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類 
漢語言文學、漢語國際教育、 

編輯出版學 
文理兼收 4年 

28 
物理與電子科學

學院 
電子資訊類 

電子科學與技術、微電子科學與

工程、光電資訊科學與工程 
理科 4年 

29 
物理與電子科學

學院 
物理學 物理學 理科 4年 

30 新聞傳播學院 新聞傳播學類 
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

傳播學 
文理兼收 4年 

31 哲學學院 哲學 哲學 文理兼收 4年 

32 
政法與公共管理

學院 
法學 法學 文理兼收 4年 

33 
政法與公共管理

學院 
公共管理類 公共事業管理、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34 資源環境學院 地理科學類 
地理科學、人文地理與城鄉規

劃、地理資訊科學 
文理兼收 4年 

35 資源環境學院 環境工程 環境工程 理科 4年 



 

 
 

4、招生計畫 

擬招收香港免試生 10 人，各專業計畫根據考生填報專業志願確定。 

5、相關要求 

考生身體條件符合教育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定的《普通

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中的規定。 

6、其他 

新生入校後，我校將核查其入學資格，並進行身體檢查。凡不符合香

港免試生條件或不符合入學體檢要求者，取消入學資格。 

7、查詢方式 

所在單位：湖北大學招生辦公室 

姓名：張老師 

電話：86-27-88662097 

電郵：zhsb@hubu.edu.cn 

傳真：86-27-88662097 

網址：http://zsxx.hubu.edu.cn/ 

單位位址、郵遞區號：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友誼大道 368 號、430062 

微信公眾號：湖北大學本科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