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20 年河北行程及招生情况介绍
6 月 23-29 日招生行程：
2020.07.23（星期四）
1. 【中学线上】石家庄二中河北省云端高招会：08:20-12:00
2. 【大学线上】主题：大学整体情况及招生政策介绍 19:30–21:00 （腾讯会议号：314 7760 1370）
3. 【现场-石家庄】正定中学高招咨询会：10:00-12:00（地点：正中实验中学）
4. 【现场-石家庄】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14:00-18:00（万象天成假日酒店）
2020.07.24（星期五）
1. 【中学线上】衡水中学第十五届高校招生线上咨询会：08:20-12:00
2. 【中学线上】石家庄一中高招会：09:00–18:00
3. 【现场-石家庄】河北招生城市宣讲会：19:30-21:00（万象天成假日酒店-六楼天禀多功能厅）
4. 【大学线上】主题：河北招生城市宣讲会（现场转播）19:30-21:00（腾讯会议号：314 7760 1370）
2020.07.25（星期六）
1. 【现场-石家庄】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09:00–18:00（万象天成假日酒店-六楼天心会议室）
2. 【现场-定州】城市招生宣讲会：14:00-17:00（定州大世界酒店-十三楼贵宾厅）
3. 【现场-定州】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18:00–21:00（定州大世界酒店-十三楼贵宾厅）
4. 【现场-邯郸】城市招生宣讲会：14:00-17:00（邯郸东区智选假日酒店-三楼 2 号会议室）
5. 【现场-邯郸】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18:00–21:00（邯郸东区智选假日酒店-三楼 2 号会议室）
6. 【线上直播】主题：大学师资及通识课程介绍 19:00-20:00 （腾讯会议号：314 7760 1370）
2020.07.26（星期日）
1. 【现场-石家庄】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09:00–18:00（万象天成假日酒店-六楼天心会议室）
2. 【现场-定州】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09:00–18:00（定州大世界酒店-十三楼贵宾厅）
3. 【现场-邢台】城市招生宣讲会：14:00-17:00（邢台辰光酒店、四楼 7 号会议室）
4. 【现场-邢台】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18:00–21:00（邢台辰光酒店-四楼 7 号会议室）
5. 【线上直播】主题：书院生活及科研介绍 19:00-20:00

（腾讯会议号：314 7760 1370）

2020.07.27（星期一）
1. 【现场-石家庄】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09:00–18:00（万象天成假日酒店-六楼天心会议室）
2020.07.28 - 29（星期二、星期三）
1. 【现场-石家庄】城市招生一对一驻点咨询：09:00–18:00（万象天成假日酒店-地点待定，请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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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河北招生咨询 QQ 群：716 592 402
 欧老师 181 2376 2021
 王老师 180 0253 1954
 马老师 134 2184 1370
 梁老师 132 4200 4885
 学校官网：https://admissions.cuhk.edu.cn/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大学招生手册

河北省招生咨询活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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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报考指南
 招生批次：提前批 A 段（7 月 24-29 日，须第一志愿填报！）
 招生代码：2060
 招生计划： 13 个，文 5 理 8
 英语要求：英语 120 分及以上
 报考建议：鼓励文科省排名 500 名，理科 3000 名报考
 学费：9.5 万人民币/学年，住宿费：1200 元/学年
 入学奖学金申请指南：
全额入学奖学金：文科 40 名以内，理科 80 名以内；
全免学费入学奖学金：文科 120 名以内，理科 400 名以内；
半免学费入学奖学金：文科 250 名以内，理科 800 名以内；
“励耘”奖学金：文科 500 名以内，理科 1200 名以内。
一、根据高考排名获奖者：
学生所获的各项入学
高考成绩优异申请资格

入学奖学金

若已入围博文奖资格

奖助学金总额不得超
过 12 万元/学年

全额入学奖学金：12 万元/学年+

博文 II 升为博文 I 档:5 万/学

12 万+5 万=12 万；

“诺贝尔班”面试资格

年

诺班：4 年总额 60 万

全额入学奖学金：12 万元/学年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高考成绩位列前茅的学生
文科：40 名

12 万元+5 万元=12 万元/

理科：80 名
文科：120 名

学年
全免学费入学奖学金：9.5 万元/学

9.5 万元+5 万元=12 万元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理科：400 名

年

文科：250 名

半免学费入学奖学金：4.75 万元/学

/学年
4.75 万元+5 万元=9.75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理科：800 名

年

万元/学年

文科：500 名

3 万元+3 万元=6 万元/学
“励耘”奖学金：3 万元/学年

理科：1200 名

获得博文 II 档：3 万/学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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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奥赛获奖者：
学生所获的各项入学奖
学科竞赛获奖者
入学奖学金

若已入围博文奖学金

助学金总额不得超过 12

申请资格
万元/学年
12 万元+5 万元=12 万元/

全国决赛金/银

全额入学奖学金：12 万元/学年+“诺贝尔

牌

班”面试资格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学年；
诺班： 4 年总额 60 万

全国决赛铜牌

博文奖学金Ⅰ：5 万/学

9.5 万元+5 万元=12 万元

年

/学年

全额：12 万/学年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12 万+5 万=12 万/学年

全免：9.5 万元/学年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9.5 万+5 万=12 万/学年

半免：4.75 万元/学年

博文 I 档:5 万/学年

全免学费奖学金：9.5 万元/学年
文科：40 名
理科：80 名
文科：120 名
理科：400 名

省级一等奖

文科：250 名

4.75 万+5 万=9.75 万/学

理科：800 名

年

文科：500 名

“励耘”奖学金：3 万元/

获得博文 II 档：3 万/学

理科：1200 名

学年

年

/

博文 II 档：3 万/学年

3 万+3 万=6 万/学年

获我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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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学年

•

大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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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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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流师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面向全球招聘，已建立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师资队伍。截

至 2019 年底，大学已引进世界知名教授 350 多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4 位，图
灵奖得主 2 位，菲尔兹奖获得者 1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
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皇家工程院院士近 20
名，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 18 名等，国家级专家及相当水平学者 30 名，教育
部及广东省人才计划入选者 14 名，深圳及龙岗区各类人才项目入选者超过 350 人次
等。
目前引进的教师 100%具有在国际一流高校执教或研究工作经验，75%以上的教授
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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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科优势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大学学科建设已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和生

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四个学院，共开设 17 个本科专业，并结合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优
势学科，适应国家及地区发展的人才需求，着重发展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实行英文
教学，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思维。
大学采用与香港中文大学一致的教学模式、教学课程设置、学术质量控制体系、
由香港中文大学教务会负责审批和监督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位课程，并指导和
管理授课和教学有关事宜。由香港质量保证局来对大学的教学过程及教学质量进行监
督评估。大学录取的学生亦将同时注册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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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证书：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证书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年各学院设立的本科专业包括：
（一）经管学院招生专业包括：1.市场营销、2.国际商务、3.经济学、4.金融学、5.会
计学。
（二）理工学院招生专业包括：1.数学与应用数学、2.电子信息工程、3.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
（三）人文社科学院招生专业包括：1.应用心理学、2.翻译、3.英语。
（四）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招生专业包括：1.生物信息学、2.生物医学工程。
（五）数据科学学院招生专业包括：1.统计学、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六）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与数据科学学院联合招生专业包括：金融工程。
在河北：
1） 文科学生报考时只需要填写-经济管理试验班，大一结束时在经管学院的所有
专业内选定主修专业；
2）理科学生报考时只需要填写-理科试验班。该试验班为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
文社科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及金融工程专业等所有学院（专业）联合招生，
学生入学的第一周可充分了解各学院及专业优势，第二周再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
自主选择学院（含金融工程专业）；大一结束时学生在所属学院内选定主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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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视野
大学注重国际交流和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截至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

与境外一百多所全球一流大学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超过 170
个，遍布世界 29 个国家和地区，在港中大（深圳）的百所合作伙伴中，近 50%的高校
综合排名在全球三大排名系统中名列世界百强，其余均为其学科领域名列世界百强或
是其所在区域的顶尖大学，或为获得 AACSB、EQUIS、AMBA 三大全球权威认证的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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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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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大学等，我校与世界各地的顶级院校合作的计划还在不断增加。
在校学生中具备海外学习经历的比例超过 60%，2019 年, 全校近千名学生参加境
外交换交流及暑期项目；港中大（深圳）合作项目类型多样，包括：本硕或本博连读
项目、三方联合培养、境外交换及交流、国际暑课等。
除了常规以学期为单位的境外交换交流项目和鼓励学生利用暑假参加暑期学分课
程项目之外，大学还与众多世界一流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极具特色的项
目:“3+2”、“3.5+1.5”、“4+1+N”、“3+1+N”等本硕或本博连读项目，完成此
类项目学业且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将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本科学位证书、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毕业证书及境外合作院校相应专业的一个或多个硕士研究生学位。

•

独特的书院制
书院制是实现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力图达到均衡教育目标

的一种学生教育管理制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传承书院制的独特育人体系，所有
学生分别隶属于一所书院，建立各自的书院文化。书院的责任，在于打破学院和专业
的界限，将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培育宽容的视野，师生共同生
活，导师悉心指导人生方向，促进师生密切交流，朋辈一同成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行书院制，目前有逸夫书院、学勤书院、思廷书院以及
祥波书院。书院为学生提供宿舍、食堂、自习室、公共厨房、洗衣房等生活和学习设
施，绘画室、音乐室、健身房等多种功能房。
此外，书院活动种类丰富，各类课外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开拓学生视
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训练学生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书院不定期邀请海内外著名学
者、艺术家、社会领袖、行业杰出人士及大学教授、书院院长或老师，与学生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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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周会、讲座及茶聚等活动中交流，分享其见闻和个人经历，开阔学生视野。
•

前沿的科研平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以来，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数据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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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逐渐组建世界级专家队伍，面向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打造国际化科技创新平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为学有余力的同学提供一流的学术平台。本科一年级可
自选导师进行研究项目，研究项目涉及理工、经管、人文等不同领域，本科生在三年
级可以申请担任课程研究助理和科研助理，教授一对一为本科生进行科研指导。

•

升学就业亮点
截至目前，大学已培养了三届本科毕业生，四届硕士毕业生。2019 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高达 98.18%，保持高位稳定，位于国内知名高校就业率前列。其中，超过
70％的学生选择海外名校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选择升学的毕业生中超过 60%的毕业
生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
学、帝国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等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五十大学的硕士/博士学
位。
据统计，在 2019 年中国内地高校本科毕业生被美英 TOP16 高校录取统计中，我
校名列第二，仅次于北京大学。就业质量名列前茅，选择就业的毕业生获得了包括华
为、微软中国、百度、腾讯、京东、联合利华、宝洁、可口可乐、安永、普华永道、
毕马威、德勤等全球知名企业的工作机会，平均年薪高达 14.13 万元，就业地区主要
集中在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是毕业生首选就业区域。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数据仍在统计中，截止 5 月中旬的数据显示，约 84%的毕
业生选择升学，将到世界最知名的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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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约 16%的毕业生选择就业，获得了国内外知名企
业，包括华为、微软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的录用通知。

•

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
为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文化底蕴的领袖型人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在

各省招收“诺贝尔班”学生。由国际顶尖的导师团队——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
主，菲尔兹奖得主，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等世界知名教授
领衔的导师团队，为每个“诺班”学生量身订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因材施教。
大一结束时任选专业，从大一开始（经管学院大二开始）参与导师指导下的研究
项目，鼓励参加国际顶级学术会议，资助去国际名校学习或参与研究项目。“诺班”
的学生可获得优越的奖学金，用于支持学费、日常学习生活及参与国际等级学术会
议、海外学习或研究项目。
凡高考成绩位列前茅的学生或有五大学科竞赛国家二等奖及以上的学生，均与欧
老师联系： 181 237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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