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考試（澳門區）
錄取名單
2013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入學考試和錄取
工作已結束，本年考生共 443 人（不含保送生），獲錄取考生合計 247 人。高等
教育輔助辦公室代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辦公室公佈澳門區錄取名單。各高
校的錄取人數、考生准考證號及錄取專業如下： （註：所有修讀專業及方向以
錄取通知書為準。）

上海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20328 康復治療學
上海師範大學 （3 人）
030310007 經濟學

030210254 行政管理

030220314 食品科學與工程
上海音樂學院 （1 人）
030210330 音樂表演
大連民族學院 （1 人）
030210153 英語
廣東醫學院 （6 人）
030220353 藥學
030220374 臨床醫學
030220246 臨床醫學

030220207 臨床醫學
030220344 臨床醫學
030220135 醫學檢驗技術

廣東金融學院 （3 人）
030210305 金融學
030220345 會計學

030210260 工商管理

廣東藥學院 （4 人）
030220028 臨床醫學
030220295 中藥資源與開發

030220203 電子商務
030220341 電子資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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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財經大學 （4 人）
030210214 社會工作
030220024 社會工作

030210200 物流管理
030220139 市場行銷

廣州大學 （19 人）
030310005 旅遊管理
030210284 物流管理
030210024 法學
030210169 會計學
030210181 學前教育
030210071 物流管理
030220359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030220096 城鄉規劃
030220129 土木工程

030210139
030210074
030210101
030210166
030210191
030220198
030220123
030220097
030220101

漢語言文學
會展經濟與管理
英語
教育學
會展經濟與管理
生物技術
土木工程
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
廣播電視學

030220102 廣播電視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20197 中醫學
廣州體育學院 （2 人）
030210204 體育教育

030220107 體育教育

廣西大學 （1 人）
030220090 工商管理
中山大學 （5 人）
030310003 新聞傳播學類
030220223 經濟學類
030220239 生物醫學工程

030120002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
030120003 經濟學類

中央戲劇學院 （1 人）
030210303 戲劇影視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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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樂學院 （3 人）
030210324 音樂表演
030210001 音樂表演

030210326 音樂表演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1 人）
030210304 寶石及材料工藝學
中國美術學院 （1 人）
030210216 視覺傳達設計
中國音樂學院 （1 人）
030210327 音樂學
中國傳媒大學 （1 人）
030210154 文化產業管理
中南大學 （1 人）
030320004 電腦科學與技術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1 人）
030210190 金融學
雲南師範大學 （1 人）
030220193 預科
五邑大學 （1 人）
030210203 行政管理
天津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20095 中醫學
天津師範大學 （11 人）
030210313 英語

030210269 地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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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10076
030210276
030210195
030210030
030220251

小學教育
新聞學
小學教育
學前教育
應用心理學

030210208
030210278
030210255
030220338

地理科學
歷史學
學前教育
教育學

天津科技大學 （2 人）
030210268 動畫

030220118 工業工程

天津理工大學 （2 人）
030220372 化工與製藥類

030220204 能源動力類

天津財經大學 （6 人）
030210273 金融學
030220233 會計學

030210031 金融學
030220252 金融學
030220065 金融學

030220243 會計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10104 中醫學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4 人）
030210264 漢語言文學
030220340 應用心理學

030220112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20132 應用心理學

北京體育大學 （6 人）
030210209 體育教育
030210099 體育教育
030210168 社會體育

030210098 英語
030210100 體育教育
030220124 體育教育

北京服裝學院 （6 人）
030210201 服裝與服飾設計
030210192 視覺傳達設計
030220164 服裝與服飾設計

030210182 產品設計
030210068 服裝與服飾設計
030220188 服裝與服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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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郵電大學 （2 人）
030220324 電子資訊工程

030220155 網路工程

北京聯合大學 （1 人）
030210011 漢語言文學
北京舞蹈學院 （4 人）
030110008 舞蹈表演
030210299 舞蹈表演

030210295 舞蹈表演
030210297 舞蹈表演

四川大學 （2 人）
030210116 工商管理類

030220225 口腔醫學

四川美術學院 （1 人）
030210111 繪畫
四川音樂學院 （1 人）
030310012 音樂表演
寧波大學 （1 人）
030220163 電子資訊科學類
華中師範大學 （2 人）
030210102 地理科學

030210193 學前教育

華東師範大學 （1 人）
030220133 化學
華僑大學 （24 人）
030110005 日語
030210314 酒店管理
030210009 英語

030210228 英語
030210280 公共管理類
030310010 預科
030210134 物流管理

030210294 設計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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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10063
030220293
030220199
030220216
030220043
030220115

旅遊管理
土木工程
環境工程
預科
預科
建築學

030210069
030220110
030220329
030220062
030220016
030220250

旅遊管理
金融學
機械工程
經濟學
工商管理類
土木工程

030220238 土木工程
030220130 土木工程

030220234 生物技術
030220128 機械工程

華南師範大學 （5 人）
030210035 歷史學
030210095 學前教育
030220001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10252 漢語言文學
030320001 數學與應用數學

汕頭大學 （1 人）
030210121 國際經濟與貿易
西北政法大學 （1 人）
030210219 法學
南開大學 （1 人）
030210165 歷史學
南京大學 （3 人）
030210245 日語
030220183 軟體工程

030110002 對外漢語

南京中醫藥大學 （5 人）
030210164 中醫學
030220371 預科
030220312 針灸推拿學

030220206 預科
030220091 預科

南京師範大學 （1 人）
030210188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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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醫科大學 （18 人）
030220378 臨床醫學
030220354 臨床醫學
030220330 臨床醫學
030220368 臨床醫學
030220205
030220145
030220333
030220117
030220310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030320008
030320009
030320011
030220369

口腔醫學
口腔醫學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030220377
030220210
030220029
030220313
030220308

臨床醫學
口腔醫學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

南京林業大學 （1 人）
030220296 環境工程
南昌大學 （6 人）
030210002 歷史學類
030210060 工商管理類
030220131 醫學檢驗技術

030210236 哲學
030220094 應用化學
030220103 法語

重慶大學 （1 人）
030220146 機械電子工程
重慶醫科大學 （1 人）
030220320 中醫學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8 人）
030210270 工商管理
030210302 會計學
030210256 稅收學
030220044 會計學

030210232
030210103
030220352
030220256

桂林理工大學 （1 人）
030220297 勘查技術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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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與貿易
商務英語
工商管理
金融學

浙江大學 （1 人）
030220339 能源與環境系統工程
浙江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20315 中醫學
浙江理工大學 （4 人）
030110004 服裝與服飾設計
030220381 資訊與計算科學

030210064 視覺傳達設計
030220201 生物製藥

蘇州大學 （1 人）
030210288 歷史學
深圳大學 （10 人）
030210247 漢語言文學
030210286 英語
030210266 工商管理
030210178 漢語言文學
030320002 廣告學

030310006
030310008
030210319
030220121
030220192

廈門大學 （4 人）
030310004 社會學類
030320003 化學類

030220224 化學類
030320010 臨床醫學

景德鎮陶瓷學院 （1 人）
030210130 陶瓷藝術設計
渤海大學 （1 人）
030220089 環境科學
湖北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20235 中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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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工商管理
傳播學
軟體工程
人力資源管理

湖南師範大學 （3 人）
030210316 學前教育
030210187 美術學

030210160 學前教育

集美大學 （2 人）
030210003 預科

030210132 經濟學

暨南大學 （2 人）
030210244 漢語言文學

030220228 會計學

福州大學 （1 人）
030210218 繪畫
福建中醫藥大學 （1 人）
030220093 中醫學
福建農林大學 （1 人）
030220261 預科
福建師範大學 （10 人）
030210235 英語
030210118 英語
030210067 心理學

030210290 翻譯
030210006 國際經濟與貿易
030210329 藝術設計
030210032 歷史學
030220241 生物科學

030210133 地理科學
030220244 化學
福建醫科大學 （3 人）
030320012 臨床醫學
030220316 口腔醫學

030220343 藥學

揚州大學 （5 人）
030210223 預科

030210206 廣播電視學
030210189 檔案學

030210123 朝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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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10249 旅遊管理
閩南師範大學 （1 人）
030210257 音樂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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