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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2018年港澳台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代码、名称及学科方向 考试科目 备注 

111 中国语言文学系 (020-84113323)   

030300 社会学  (1) 101 英语 

(2) 206 民俗学概论 

(3) 306 民间文学概论 

 

04 民俗学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1) 101 英语 

(2) 207 文学评论写作 

(3) 307 文学理论（含中西文论） 

 

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101 英语 

(2) 208 语言学概论 

(3) 308 汉语语言学基础 

 

03 汉语言文字学 (1) 101 英语 

(2) 209 现代汉语与语言学概论 

(3) 309 古汉语与古文字 

 

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1) 101 英语 

(2) 210 文献释读 

(3) 310 中国古代文学与批评 

 

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 101 英语 

(2) 211 文学基础 

(3) 311 中国现当代文学 

 

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 101 英语 

(2) 212 作品评论 

(3) 312 世界文学 

 

Z1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2) 213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3) 313 戏曲与民俗 

 

112 历史学系 (020-84113120)   

060100 考古学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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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2) 214 中国通史（1949年前） 

(3) 314 考古学基础 

060200 中国史  

 

 

 

 

 

(1) 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2) 214 中国通史（1949年前） 

(3) 315 世界通史（1945年前） 

 

02 中国古代史学与学术 

04 历史地理学 

05 魏晋南北朝史 

06 隋唐史与敦煌学 

07 宋辽金史 

08 明清史 

11 中国近代史 

12 中国现代史 

13 中国社会经济史 

15 先秦史 

060300 世界史  

 

 

(1) 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2) 214 中国通史（1949年前） 

(3) 315 世界通史（1945年前） 

 

01 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02 世界古代中古史 

03 世界近现代史 

04 世界地区 国别史 

05 专门史 

065100 文物与博物馆 (1) 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2) 216 文物研究 

(3) 316 博物馆研究 

 

69 不分方向 

230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020-84113115)   

030300 社会学    

01 社会学 (1) 101 英语 

(2) 235 社会学理论 

(3) 335 社会研究方法与社会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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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人口学 (1) 101 英语 

(2) 236 人口理论 

(3) 336 人口统计学 

 

03 人类学 (1) 101 英语 

(2) 237 人类学概论 

(3) 337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04 民俗学 (1) 101 英语 

(2) 237 人类学概论 

(3) 338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030400 民族学 (1) 101 英语 

(2) 237 人类学概论 

(3) 339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01 民族学 

035200 社会工作  

(1) 101 英语 

(2) 240 社会工作原理 

(3) 340 社会工作实务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社会工作（全日制） 

02 社会工作（非全日制） 

060100 考古学 (1) 101 英语 

(2) 241 史前时期考古学基础 

(3) 341 历史时期考古学基础 

 

02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065100 文物与博物馆  

(1) 101 英语 

(2) 242 文物学基础 

(3) 342 博物馆学基础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文物与博物馆（全日制） 

02 文物与博物馆（非全日制） 

100 岭南学院 (020-84112710)   

020100 理论经济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1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01 政治经济学 

04 西方经济学 

05 世界经济 

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200 应用经济学  

 

 

(1) 101 英语 

 

02 区域经济学 

03 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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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产业经济学 (2) 201 高等数学 

(3) 301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06 国际贸易学 

09 数量经济学 

025100 金融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2 金融学综合 

 

01 证券投资分析 

02 公司金融 

03 风险管理 

04 金融工程 

05 量化投资策略 

025400 国际商务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3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如果学院与国外院

校在国际商务相关

专业有合作培养项

目，二年级时通过选

拔的学生择优进入

合作培养项目。 
69 不分方向 

025500 保险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4 保险专业基础 

 

69 不分方向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5 运筹学 

本专业招收的学生

主要从事运营与供

应链管理、商业分析

领域的学习和研究。 
69 不分方向 

103 岭南学院（MBA） (020-84115222)   

125100 工商管理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方向02、04、05只招

收非全日制（兼读

制）考生。 
01 国际工商管理（全日制） 

02 国际工商管理（非全日制） 

04 工商管理（非全日制） 

05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非

全日制） 

340 数学学院 (020-84113307)   

025200 应用统计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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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不分方向 (2) 201 高等数学 

(3) 353 统计学 

070100 数学  

 

(1) 101 英语 

(2) 254 数学分析 

(3) 354 高等代数 

 

01 基础数学 

02 计算数学 

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 应用数学 

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71400 统计学 (1) 101 英语 

(2) 254 数学分析 

(3) 354 高等代数 

 

69 不分方向 

743 物理学院 (020-84113393)   

070200 物理学 方向01、02、05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6 普通物理 

方向07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7 光学 

 

01 理论物理 

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05 凝聚态物理 

07 光学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8 微机原理与应用 

 

69 不分方向 

370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020-84112486)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56 地理学基础 

 

02 人文地理学 (1) 101 英语 

(2) 256 区域分析与规划 

(3) 357 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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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58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J1 城市与区域规划 (1) 101 英语 

(2) 256 区域分析与规划 

(3) 359 城市规划原理 

 

081500 水利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0 水文学 

 

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02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5214 水利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0 水文学 

 

69 不分方向 

085215 测绘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1 全球卫星定位原理 

 

69 不分方向 

330 生命科学学院 (020-84112119)   

070700 海洋科学 (1) 101 英语 

(2) 249 生物化学（一） 

(3) 349 细胞生物学 

 

03 海洋生物学 

071000 生物学  

方向01、02、03、04、05、07、08、09、10、11 

(1) 101 英语 

(2) 249 生物化学（一） 

(3) 349 细胞生物学 

 

方向Z1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或 249 生物化学（一） 

(3) 349 细胞生物学 或 350 专业基础（数据结构） 

 

01 植物学 

02 动物学 

03 生理学 

04 水生生物学 

05 微生物学 

07 遗传学 

08 发育生物学 

09 细胞生物学 

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 生物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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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 生物信息学 

071300 生态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或 249 生物化学（一） 

(3) 349 细胞生物学 或 351 生态学（一） 或 352 遗传

学 

 

69 不分方向 

120 法学院 (020-84115890)   

030100 法学   

01 法学理论 (1) 101 英语 或 104 法语 或 105 德语 

(2) 217 法学理论A卷 

(3) 317 法学理论B卷 

 

02 法律史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2) 218 法律史A卷 

(3) 318 法律史B卷 

 

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5 德语 

(2) 219 宪法与行政法学A卷 

(3) 319 宪法与行政法学B卷 

 

04 刑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5 德语 

(2) 220 刑法学A卷 

(3) 320 刑法学B卷 

 

05 民商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或 105 德语 

(2) 221 民商法学A卷 

(3) 321 民商法学B卷 

 

06 诉讼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或 105 德语 

(2) 222 诉讼法学A卷 

(3) 322 诉讼法学B卷 

 

07 经济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或 105 德语 

(2) 223 经济法学A卷 

(3) 323 经济法学B卷 

 

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或 105 德语 

(2) 22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A卷 

(3) 32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B卷 

 

09 国际法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2) 225 国际法学A卷 

(3) 325 国际法学B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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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法学院（法律硕士） (020-84115891)   

035101 法律（非法学） (1) 101 英语 

(2) 226 法硕专业基础（非法学） 

(3) 326 法硕综合（非法学）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02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035102 法律（法学）  (1) 101 英语 

(2) 227 法硕专业基础（法学） 

(3) 327 法硕综合（法学）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法律硕士（法学）（全日制） 

02 法律硕士（法学）（非全日制） 

130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020-39332347) 

  

120400 公共管理 (1) 101 英语 

(2) 228 公共管理学 

(3) 328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全日制攻读在广州

大学城上课，非全日

制攻读在香港上课。 
01 行政管理 

133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MPA） 

(020-39332632) 

  

125200 公共管理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只招收非全日制考

生，在广州大学城上

课。 
69 不分方向 

143 管理学院（MBA） (020-84113622)   

025100 金融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2 金融学综合 

 

69 不分方向 

025700 审计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69 不分方向 

125100 工商管理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方向02、04、05只招

收非全日制（兼读

制）考生。 
01 国际工商管理（全日制） 

02 国际工商管理（非全日制） 

04 工商管理（非全日制） 

05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非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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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00 会计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会计硕士（全日制） 

02 会计硕士（非全日制） 

260 心理学系 (020-39335843)   

040200 心理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或 243 心理学研究方法 

(3) 343 普通心理学 

 

01 基础心理学 

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3 应用心理学 

170 传播与设计学院 (020-39332651)   

030200 政治学 (1) 101 英语 

(2) 229 新闻传播学基础 

(3) 329 政治学 

 

J1 政治传播学 

050300 新闻传播学 (1) 101 英语 

(2) 229 新闻传播学基础 

(3) 330 新闻与传播实务及研究方法 

 

69 不分方向 

055200 新闻与传播  

(1) 101 英语 

(2) 231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3) 331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01 财经新闻 

02 交互设计 

03 大数据传播 

1305L1 设计艺术学 (1) 101 英语 

(2) 232 视觉传播学 

(3) 332 设计学 

 

69 不分方向 

200 资讯管理学院 (020-39332129)   

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 101 英语 

(2) 233 信息管理基础 

(3) 333 信息资源组织 

 

 

01 图书馆学 

02 情报学 

03 档案学 

125500 图书情报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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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图书情报硕士（全日制）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日制（兼读制）考生。 

02 图书情报硕士（非全日制） 

390 工学院 (020-39332151)   

080100 力学 方向02、03、04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5 理论力学 

方向Z1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6 工程热力学 

 

02 固体力学 

03 流体力学 

04 工程力学 

Z1 热流工程 

080701 工程热物理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6 工程热力学 

 

14 不分方向 

081500 水利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7 水力学 

 

05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5 理论力学 或 368 交通工程学 或 369 机械原

理 或 370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或 371 电子技术基础 

 

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2 有机化学(B) 或 373 生物化学(A) 或 374  信

号与系统(B) 或 375 仪器分析 或 376 普通化学 

 

69 不分方向 

085206 动力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6 工程热力学 

 

69 不分方向 

085214 水利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7 水力学 

 

69 不分方向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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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不分方向 (2) 201 高等数学 

(3) 368 交通工程学 或 369 机械原理 或 371 电子技

术基础 

085230 生物医学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2 有机化学(B) 或 373 生物化学(A) 或 374  信

号与系统(B) 或 375 仪器分析 或 376 普通化学 

 

69 不分方向 

29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20-84113397)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44 材料物理 或 345 材料化学 或 346 高分子材

料 

 

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2 材料学 

03 材料加工工程 

085204 材料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44 材料物理 或 345 材料化学 或 346 高分子材

料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材料工程（全日制） 

02 材料工程（非全日制） 

76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20-39943320)   

070200 物理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08 无线电物理 

080300 光学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10 光学原理 

 

69 不分方向 

080902 电路与系统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69 不分方向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6 普通物理 

 

69 不分方向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69 不分方向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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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不分方向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69 不分方向 

085202 光学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10 光学原理 

 

01 光学工程（全日制）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01 电子与通信工程（全日制）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6 普通物理 或 612 电子技术（数字和模拟） 

 

01 集成电路工程（全日制） 

085210 控制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9 信号与系统 

 

01 控制工程（全日制） 

670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020-39943150) 

  

070100 数学 (1) 101 英语 

(2) 267 数学分析（A） 

(3) 399 高等代数（A） 

 

02 计算数学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1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专业02方向只招收

非全日制（兼读制）

考生；085212 软件

工程专业02方向只

招收非全日制（兼读

制）考生， 

69 不分方向 

083500 软件工程 

69 不分方向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69 不分方向 

085211 计算机技术 

01 计算机技术（全日制） 

02 计算机技术（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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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12 软件工程 

01 软件工程（全日制） 

02 软件工程（非全日制） 

764 土木工程学院 (020-84729656)   

080104 工程力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13 土力学 

 

69 不分方向 

081401 岩土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14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A 

 

69 不分方向 

38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20-39332741)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2 环境学导论 

 

01 环境科学 

02 环境工程 

085229 环境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63 环境评价 或 364 环境工程导论 

 

01 环境工程（全日制） 

360 药学院 (020-39943009)   

100700 药学  

 

 

(1) 101 英语 

(2) 255 药学综合A 

(3) 355 药学综合B 

 

01 药物化学 

02 药剂学 

03 生药学 

04 药物分析学 

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6 药理学 

500 中山医学院 (020-87331459)   

071000 生物学  

 

 

03 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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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微生物学 (1) 101 英语 

(2) 262 生物学综合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6 神经生物学 

07 遗传学 

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0100 基础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62 生物学综合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2 免疫学 

03 病原生物学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5 法医学 

J1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J2 分子医学 

100200 临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0700 药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62 生物学综合 或 263 药

学综合 

(3) 388 药理学 

 

06 药理学 

520 光华口腔医学院 (020-83869640)   

1003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11 口腔基础医学（口腔组织病理学） 

12 口腔基础医学（口腔解剖生理学） 

13 口腔基础医学（口腔生物学） 

14 口腔基础医学（口腔材料学） 

21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内科学） 

22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颌面外科学） 



 

-15- 
 

23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修复学） 

24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正畸学） 

25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种植学） 

1052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01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内科学） 

02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颌面外科学） 

03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修复学） 

04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正畸学） 

05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种植学） 

510 公共卫生学院 (020-87331796)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89 流行病学 或 390 卫生统计学 

 

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91 劳动与环境卫生学 

 

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92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93 儿童少年卫生学 

 

05 卫生毒理学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94 卫生毒理学 

 

105300 公共卫生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95 卫生学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公共卫生（全日制） 

02 公共卫生（非全日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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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不分方向 (2) 264 卫生综合 

(3) 396 卫生事业管理学 

800 附属第一医院 (020-87332808)   

100100 基础医学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7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J2 分子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62 生物学综合 

(3) 630 分子医学 

 

100200 临床医学   

02 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1 儿科学 

 

03 老年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3 老年医学 

 

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5 皮肤病与性病学 

 

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1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3 妇产科学 

 

12 眼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5 眼科学 

 

13 耳鼻咽喉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9 耳鼻咽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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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肿瘤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8 肿瘤学 

 

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7 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0 麻醉学 

 

18 急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6 急诊医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6 内科学 

 

 

32 内科学（血液病） 

33 内科学（呼吸系病）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3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5 外科学 

 

42 外科学（骨外） 

43 外科学（泌尿外） 

44 外科学（胸心外） 

45 外科学（神外） 

46 外科学（整形） 

47 外科学（烧伤） 

Z1 重症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7 重症医学 

 

Z2 移植医学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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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1 移植医学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或 265 口腔组织病

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06 不分方向 

100600 中西医结合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05 基础中医综合 

(3) 634 中医内科学 

 

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0700 药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63 药学综合 

(3) 636 药理学 

 

06 药理学 

101100 护理学 (1) 101 英语 

(2) 270 护理综合 

(3) 637 护理学 

 

69 不分方向 

105100 临床医学   

02 临床医学（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1 儿科学 

 

03 老年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3 老年医学 

 

06 临床医学（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5 皮肤病与性病学 

 

07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3 妇产科学 

 

11 临床医学（眼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5 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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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临床医学（耳鼻咽喉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9 耳鼻咽喉科学 

 

13 临床医学（肿瘤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8 肿瘤学 

 

14 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6 临床医学（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0 麻醉学 

 

17 临床医学（急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6 急诊医学 

 

27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9 全科医学 

 

28 临床医学（临床病理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7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6 内科学 

 

 

32 内科学（血液病） 

33 内科学（呼吸系病）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3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42 外科学（骨外） 

43 外科学（泌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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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外科学（胸心外）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5 外科学 

45 外科学（神外） 

46 外科学（整形） 

47 外科学（烧伤） 

61 临床医学（移植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1 移植医学 

 

91 临床医学（重症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7 重症医学 

 

1052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或 265 口腔组织病

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69 不分方向 

810 孙逸仙纪念医院 (020-81332468)   

100100 基础医学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2 病理生理学 

 

J2 分子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62 生物学综合 

(3) 349 细胞生物学 

 

100200 临床医学   

02 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4 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3 人体解剖学 

 

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8 免疫学 

 

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1-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1 病理学 

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1 病理学 

 

12 眼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3 人体解剖学 

 

13 耳鼻咽喉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1 病理学 

 

14 肿瘤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2 病理生理学 

 

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9 生理学 

 

16 运动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3 人体解剖学 

 

17 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9 生理学 

 

18 急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2 病理生理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2 病理生理学 

 

32 内科学（血液病） 

33 内科学（呼吸系病）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3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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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38 内科学（传染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3 人体解剖学 

 

42 外科学（骨外） 

43 外科学（泌尿外） 

44 外科学（胸心外） 

45 外科学（神外） 

46 外科学（整形） 

1003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02 口腔临床医学 

100600 中西医结合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05 基础中医综合 

(3) 634 中医内科学 

 

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5100 临床医学   

02 临床医学（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4 临床医学（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3 人体解剖学 

 

06 临床医学（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8 免疫学 

 

07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1 病理学 

 

10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1 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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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临床医学（眼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3 人体解剖学 

 

12 临床医学（耳鼻咽喉科学） 

14 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2 病理生理学 

 

16 临床医学（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9 生理学 

 

17 临床医学（急诊医学） 

27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2 病理生理学 

 

28 临床医学（临床病理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32 内科学（血液病） 

33 内科学（呼吸系病）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3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38 内科学（传染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3 人体解剖学 

 

42 外科学（骨外） 

43 外科学（泌尿外） 

44 外科学（胸心外） 

45 外科学（神外） 

46 外科学（整形） 

105200 口腔医学   

69 口腔临床医学（不分方向）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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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附属第三医院 (020-85253263)   

100100 基础医学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7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J2 分子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0 分子医学 

 

100200 临床医学   

02 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1 儿科学 

 

04 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2 神经病学 

 

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5 皮肤病与性病学 

 

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1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3 妇产科学 

 

13 耳鼻咽喉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9 耳鼻咽喉科学 

 

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7 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0 麻醉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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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科学（呼吸系病）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6 内科学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38 内科学（传染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5 外科学 

 

42 外科学（骨外） 

43 外科学（泌尿外） 

45 外科学（神外） 

1003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02 口腔临床医学 

100600 中西医结合 (1) 101 英语 

(2) 205 基础中医综合 

(3) 634 中医内科学 

 

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5100 临床医学   

02 临床医学（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1 儿科学 

 

07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3 妇产科学 

 

830 中山眼科中心 (020－84262413)   

100100 基础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J2 分子医学 

100200 临床医学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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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眼科学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5100 临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 临床医学（眼科学） 

840 肿瘤防治中心 (020-87343137)   

100200 临床医学   

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1 病理学 

 

17 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88 药理学 

 

51 肿瘤学（肿瘤内科）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73 生物化学(A) 

 

52 肿瘤学（肿瘤外科） 

53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 

54 肿瘤学（肿瘤实验研究） 

105100 临床医学   

07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1 病理学 

 

16 临床医学（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388 药理学 

 

28 临床医学（临床病理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1 病理学 

 

51 肿瘤学（肿瘤内科）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2 病理生理学 

 

52 肿瘤学（肿瘤外科）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27- 
 

(3) 643 人体解剖学 

53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0 放射治疗学 

 

880 附属第六医院 (020-38254159)   

100100 基础医学   

J2 分子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384 细胞生物学（一） 

 

100200 临床医学   

02 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1 儿科学 

 

11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3 妇产科学 

 

14 肿瘤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8 肿瘤学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6 内科学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5 外科学 

 

43 外科学（泌尿外） 

105100 临床医学   

02 临床医学（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1 儿科学 

 

04 临床医学（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2 神经病学 

 

07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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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3 妇产科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6 内科学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5 外科学 

 

43 外科学（泌尿外）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5 外科学 

 

1052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02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颌面外科学） 

723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0756-3668123)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1) 101 英语 

(2) 207 文学评论写作 

(3) 307 文学理论（含中西文论） 

可招收全日制及非

全日制（兼读制）考

生，但非全日制（兼

读制）只招收高校教

师。 

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 101 英语 

(2) 211 文学基础 

(3) 311 中国现当代文学 

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 101 英语 

(2) 212 作品评论 

(3) 312 世界文学 

722 历史学系（珠海） (0756-3668336)   

060200 中国史  

 

(1) 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法语 

(2) 214 中国通史（1949年前） 

 

04 历史地理学 

08 明清史 



 

-29- 
 

13 中国社会经济史 (3) 315 世界通史（1945年前） 

91 历史人类学 

721 哲学系（珠海） (0756-3668290)   

010100 哲学   

02 中国哲学 (1) 101 英语 

(2) 268 中外哲学史 

(3) 603 中国哲学综合 

 

03 外国哲学 (1) 101 英语 

(2) 268 中外哲学史 

(3) 604 现代外国哲学 

 

410 国际金融学院 (0756-3668662)   

020200 应用经济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8 经济学（含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69 不分方向 

025100 金融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02 金融学综合 

方向02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1 金融硕士（全日制） 

02 金融硕士（非全日制）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9 管理学（B） 

 

69 不分方向 

210 国际翻译学院 (0756-3668091)   

055101 英语笔译  

(1) 109 翻译硕士英语 

(2) 234 英语翻译基础 

(3) 334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69 不分方向 

055102 英语口译 

69 不分方向 

650 国际关系学院 (020-84114832)   

030200 政治学 (1) 101 英语 或 103 日语 

(2) 266 国际关系史 

(3) 398 国际政治学 

 

06 国际政治 

07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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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旅游学院 (0756-3668279)   

120200 工商管理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7 旅游学概论 

本专业只招收全日

制考生。 

03 旅游管理 

125400 旅游管理 (1) 101 英语 

(2) 202 管理类综合能力 

本专业只招收非全

日制（兼读制）考生。 

04 不分方向 

710 物理与天文学院 (0756-3668576)   

070200 物理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2 普通物理A 

 

01 理论物理 

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07 光学 

08 无线电物理 

Z1 精密测量物理 

741 大气科学学院 (0756-3668576)   

070600 大气科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605 大气科学基础 或 606 普通物理 

 

01 气象学 

02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Z1 气候变化与环境生态学 

420 海洋科学学院 (020-39336412)   

070700 海洋科学   

01 物理海洋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80 海洋学导论 或 381 自然地理学 

 

02 海洋化学 (1) 101 英语    或 

(2) 257 分析化学  

(3) 382 环境科学 

(1) 101 英语 

(2) 258 化学综合（二） 

(3) 383 海洋化学 

 

03 海洋生物学 (1) 101 英语       或 

(2) 259 海洋生态学 

(3) 380 海洋学导论 

(1) 101 英语 

(2) 260 生物化学（二） 

(3) 384 细胞生物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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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海洋地质 (1) 101 英语 

(2) 261 普通地质学 

(3) 385 岩石学（A） 

 

321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020-84112732)   

070900 地质学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或 244 岩石学 或 245 地球物理学 

或 246 第四纪地质学 或 247 构造地质学 

(3) 347 地球科学概论 

 

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02 地球化学 

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04 构造地质学 

05 第四纪地质学 

081401 岩土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48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69 不分方向 

085217 地质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47 地球科学概论 

 

69 不分方向 

450 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0756-3668587) 

  

082700 核科学与技术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86 反应堆物理 或 606 普通物理 

 

01 核能科学与工程 

02 核燃料循环与材料 

03 核技术及应用 

04 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 

890 附属第五医院 (0756-2528209)   

100100 基础医学  本专业只招收全日

制考生。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42 病理生理学 

J2 分子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或 262 生物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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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84 细胞生物学（一） 

100200 临床医学  方向04、07可招收全

日制及非全日制（兼

读制）考生，其余方

向只招收全日制考

生。 

04 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2 神经病学 

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3 耳鼻咽喉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9 耳鼻咽喉科学 

14 肿瘤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8 肿瘤学 

18 急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6 急诊医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6 内科学 

3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5 外科学 42 外科学（骨外） 

1003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本专业只招收全日

制考生。 

02 口腔临床医学 

100600 中西医结合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4 中医内科学 

本专业可招收全日

制、非全日制（兼读

制）考生。 
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5100 临床医学  方向04、07、35、36
可招收全日制及非

全日制（兼读制）考

生，其余方向只招收

全日制考生。 
03 老年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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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33 老年医学 

04 临床医学（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2 神经病学 

05 临床医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44 精神病学 

07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23 妇产科学 

12 临床医学（耳鼻咽喉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9 耳鼻咽喉科学 

31 内科学（心血管病）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6 内科学 

34 内科学（消化系病） 

35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36 内科学（肾病） 

37 内科学（风湿病） 

38 内科学（传染病） 

41 外科学（普外）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5 外科学 42 外科学（骨外） 

105200 口腔医学 (1) 101 英语 

(2) 265 口腔组织病理学 

(3) 397 口腔解剖生理学 

本专业只招收全日

制考生。 

69 不分方向 

769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20-83216420)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2 有机化学(B) 或 373 生物化学(A) 或 374  信

号与系统(B) 或 375 仪器分析 或 376 普通化学 

 

69 不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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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30 生物医学工程 (1) 101 英语 

(2) 201 高等数学 

(3) 372 有机化学(B) 或 373 生物化学(A) 或 374  信

号与系统(B) 或 375 仪器分析 或 376 普通化学 

 

69 不分方向 

580 公共卫生学院（深圳） (020-84115812)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 101 英语 

(2) 264 卫生综合 

(3) 389 流行病学 或 390 卫生统计学 

 

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751 药学院（深圳） (020-84725534)   

100700 药学  

 

(1) 101 英语 

(2) 255 药学综合A 

(3) 355 药学综合B 

 

01 药物化学 

02 药剂学 

04 药物分析学 

06 药理学 

780 附属第七医院 (0755-23242106)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7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69 不分方向 

1001J2 分子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0 分子医学 

 

69 不分方向 

100201 内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6 内科学 

 

69 不分方向 

100202 儿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1 儿科学 

 

69 不分方向 

100204 神经病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2 神经病学 

 

69 不分方向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3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69 不分方向 



 

-35- 
 

100210 外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15 外科学 

 

69 不分方向 

100211 妇产科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3 妇产科学 

 

69 不分方向 

100217 麻醉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0 麻醉学 

 

69 不分方向 

100218 急诊医学 (1) 101 英语 

(2) 203 基础医学综合 

(3) 626 急诊医学 

 

69 不分方向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 101 英语 

(2) 205 基础中医综合 

(3) 634 中医内科学 

 

69 不分方向 

790 附属第八医院 (0755-83982222)   

100201 内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6 内科学 

 

69 不分方向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38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9 不分方向 

100210 外科学 (1) 101 英语 

(2) 204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3) 615 外科学 

 

69 不分方向 

 
备注：目录备注栏中没有写明可招收非全日制（兼读制）的学科专业（方向），只招收全日制考试，

请考生报考时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