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

台学生院校名单 

本科招生高校（316所）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交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部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 辽宁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沈阳音乐学院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 

南京大学 苏州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西交利物浦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济南大学 

青岛大学 郑州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美术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汕头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 

深圳大学 广州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广西大学 广西艺术学院 

海南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音乐学院 贵州大学 

云南大学 云南艺术学院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兰州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首都体育学院 中华女子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 

山西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中医学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渤海大学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体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体育学

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

院 
上海杉达学院(民办)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民

办)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扬州大学 南京审计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温州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宁波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华侨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集美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赣南师范大学 井冈山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泰山医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 长江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三峡大学 湘潭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南华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韶关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 肇庆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五邑大学 广东金融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东软学院(民办)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

院(独立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

院(独立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独立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独立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独

立学院) 
广东科技学院(民办)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桂林医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学院(民办) 

钦州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广西外国语学院(民

办) 
三亚学院(民办)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中医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 延安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台州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 鲁东大学 

预科招生高校（16所） 

厦门大学 暨南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扬州大学 华侨大学 集美大学 



注：下划线为今年新增高校，共计 10 所。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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