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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一一一一））））學校性質學校性質學校性質學校性質与体制与体制与体制与体制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原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教育園區原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教育園區原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教育園區原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教育園區））））是經教育部批是經教育部批是經教育部批是經教育部批

准准准准，，，，在廣東省直接關心和支持下在廣東省直接關心和支持下在廣東省直接關心和支持下在廣東省直接關心和支持下，，，，由北京師範大學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合作舉由北京師範大學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合作舉由北京師範大學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合作舉由北京師範大學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合作舉

辦辦辦辦，，，，進行本科層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進行本科層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進行本科層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進行本科層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



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一一一一））））學校性質學校性質學校性質學校性質与体制与体制与体制与体制



（（（（二二二二））））辦學歷史與規模辦學歷史與規模辦學歷史與規模辦學歷史與規模

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10101010月北京師範大學與珠海市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創建月北京師範大學與珠海市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創建月北京師範大學與珠海市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創建月北京師範大學與珠海市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創建“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珠海教育園區珠海教育園區珠海教育園區珠海教育園區”的協議的協議的協議的協議。。。。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教育部正式批復同意設立北京師範大學教育部正式批復同意設立北京師範大學教育部正式批復同意設立北京師範大學教育部正式批復同意設立北京師範大學

珠海教育園區珠海教育園區珠海教育園區珠海教育園區。。。。2003200320032003年年年年7777月根據教發函月根據教發函月根據教發函月根據教發函231231231231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我校更名為北京師範大學我校更名為北京師範大學我校更名為北京師範大學我校更名為北京師範大學

珠海分校珠海分校珠海分校珠海分校。。。。從從從從08080808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學校獨立頒發畢業證書學校獨立頒發畢業證書學校獨立頒發畢業證書學校獨立頒發畢業證書，，，，從從從從2012201220122012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獨立頒發獨立頒發獨立頒發獨立頒發

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書。。。。

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 （（（（二二二二））））辦學歷史與規模辦學歷史與規模辦學歷史與規模辦學歷史與規模

• 學校現設有文學院學校現設有文學院學校現設有文學院學校現設有文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資訊技術學院資訊技術學院資訊技術學院資訊技術學院、、、、不動產學不動產學不動產學不動產學

院院院院、、、、特許經營學院特許經營學院特許經營學院特許經營學院、、、、物流學院物流學院物流學院物流學院、、、、法律與行政學院法律與行政學院法律與行政學院法律與行政學院、、、、設計學院設計學院設計學院設計學院、、、、藝術與傳藝術與傳藝術與傳藝術與傳

播學院播學院播學院播學院、、、、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工程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學院、、、、應用數學學院以及國際商學部等應用數學學院以及國際商學部等應用數學學院以及國際商學部等應用數學學院以及國際商學部等

14141414个个个个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學部學部學部學部），），），），在校生人數已達在校生人數已達在校生人數已達在校生人數已達21283212832128321283人人人人。。。。另有專業碩士研究生另有專業碩士研究生另有專業碩士研究生另有專業碩士研究生45454545名名名名

，，，，外國留學生外國留學生外國留學生外國留學生21212121名名名名。。。。

• 共有共有共有共有涉及理涉及理涉及理涉及理、、、、工工工工、、、、文文文文、、、、經經經經、、、、管管管管、、、、法法法法、、、、教育等教育等教育等教育等7777大學科門類的大學科門類的大學科門類的大學科門類的50505050個個個個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形成了以经济类形成了以经济类形成了以经济类形成了以经济类、、、、管理类及工科类等应用型学科为主体管理类及工科类等应用型学科为主体管理类及工科类等应用型学科为主体管理类及工科类等应用型学科为主体，，，，教育类教育类教育类教育类

学科为特色学科为特色学科为特色学科为特色，，，，文学文学文学文学、、、、艺术艺术艺术艺术、、、、法律法律法律法律、、、、理学等传统学科协调发展的理学等传统学科协调发展的理学等传统学科协调发展的理学等传统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学综合性学综合性学综合性学

科布局科布局科布局科布局。。。。

4%

6%

28%

6%

12%

18%

26%

所占比例所占比例所占比例所占比例 %%%%

教育学教育学教育学教育学：：：：3个个个个

法学法学法学法学：：：：2个个个个
文文文文 学学学学：：：：13个个个个

管理学管理学管理学管理学 14个个个个

理学理学理学理学：：：：6个个个个

工学工学工学工学：：：：9个个个个

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3个个个个

50个本科个本科个本科个本科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學校座落在孫中山先生故居南面、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

和留學之父容閎的故鄉、中國歷史文化名鎮——珠海市唐家灣鎮

。校園園占地近5000畝，青龍山，鳳凰山，狀元嶺三面環抱，滨临

珠江湾，依山傍海、青山綠水，被譽為“亞洲最美麗的校園”之一

。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堪称一流堪称一流堪称一流堪称一流，，，，为莘莘为莘莘为莘莘为莘莘堪称一流堪称一流堪称一流堪称一流，，，，为莘莘为莘莘为莘莘为莘莘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子在此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校園環境與教學生活設施

置身这风光优美迷人的环境，透过山峦晨雾，呼

吸海的芬芳，行吟湖畔溪语， 细数林间霞光，充分感

受大自然的恩赐，静心思考，潜心求学，渡过人生最美

好大学生活，一定会其乐无穷。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大气磅礴的大气磅礴的教學教學楼、楼、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學校總規劃建築面積學校總規劃建築面積學校總規劃建築面積學校總規劃建築面積100100100100萬萬萬萬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已建成已建成已建成已建成64.8564.8564.8564.85萬萬萬萬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其中教學行政用其中教學行政用其中教學行政用其中教學行政用

房房房房16.1116.1116.1116.11萬萬萬萬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目前已建有勵耘樓目前已建有勵耘樓目前已建有勵耘樓目前已建有勵耘樓、、、、樂育樓樂育樓樂育樓樂育樓、、、、麗澤摟麗澤摟麗澤摟麗澤摟、、、、綜合樓綜合樓綜合樓綜合樓、、、、設計學院樓設計學院樓設計學院樓設計學院樓

、、、、工程技術學院樓工程技術學院樓工程技術學院樓工程技術學院樓、、、、藝術與傳播學院樓藝術與傳播學院樓藝術與傳播學院樓藝術與傳播學院樓、、、、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體育館等教學設施體育館等教學設施體育館等教學設施體育館等教學設施。。。。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學校擁有專業實驗室學校擁有專業實驗室學校擁有專業實驗室學校擁有專業實驗室80808080個個個個，，，，4444個國家級實驗室個國家級實驗室個國家級實驗室個國家級實驗室，，，，實實實實

踐教學基地踐教學基地踐教學基地踐教學基地796796796796多個多個多個多個。。。。其中資訊技術學院電腦教學實驗中心於其中資訊技術學院電腦教學實驗中心於其中資訊技術學院電腦教學實驗中心於其中資訊技術學院電腦教學實驗中心於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被評為被評為被評為被評為廣東省高等學校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廣東省高等學校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廣東省高等學校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廣東省高等學校實驗教學示範中心。。。。2007200720072007年圖形圖像實驗室成為年圖形圖像實驗室成為年圖形圖像實驗室成為年圖形圖像實驗室成為珠珠珠珠

海市圖形圖像公共實驗室海市圖形圖像公共實驗室海市圖形圖像公共實驗室海市圖形圖像公共實驗室，，，，建立了建立了建立了建立了珠海市高新區網路安全公共技術服務平珠海市高新區網路安全公共技術服務平珠海市高新區網路安全公共技術服務平珠海市高新區網路安全公共技術服務平

臺臺臺臺。。。。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实验室设备先进



學校網路建設基礎設施高度發達學校網路建設基礎設施高度發達學校網路建設基礎設施高度發達學校網路建設基礎設施高度發達，，，，建有建有建有建有OAOAOAOA辦公資訊系統和辦公資訊系統和辦公資訊系統和辦公資訊系統和

網路教學平臺網路教學平臺網路教學平臺網路教學平臺，，，，圖書館總建築面積圖書館總建築面積圖書館總建築面積圖書館總建築面積3.43.43.43.4萬平方米萬平方米萬平方米萬平方米，，，，館藏圖書館藏圖書館藏圖書館藏圖書170170170170

余萬冊余萬冊余萬冊余萬冊，，，，現訂中外文報刊現訂中外文報刊現訂中外文報刊現訂中外文報刊2100210021002100餘餘餘餘種種種種，，，，可免費向讀者提供外借服可免費向讀者提供外借服可免費向讀者提供外借服可免費向讀者提供外借服

務務務務、、、、閱覽服務閱覽服務閱覽服務閱覽服務、、、、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网络建设发达网络建设发达网络建设发达网络建设发达 图书资料丰富图书资料丰富图书资料丰富图书资料丰富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标准先进的标准先进的體育設施體育設施體育設施體育設施，，，，可可可可充分充分充分充分滿足師生需求滿足師生需求滿足師生需求滿足師生需求。。。。

• 學校建有足球場學校建有足球場學校建有足球場學校建有足球場、、、、標準塑膠運動場標準塑膠運動場標準塑膠運動場標準塑膠運動場、、、、大型風雨大型風雨大型風雨大型風雨

操場操場操場操場（（（（室內球館室內球館室內球館室內球館））））室外標準籃室外標準籃室外標準籃室外標準籃、、、、排球場排球場排球場排球場、、、、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

、、、、標準比賽泳池和沙灘休閒泳場等體育設施標準比賽泳池和沙灘休閒泳場等體育設施標準比賽泳池和沙灘休閒泳場等體育設施標準比賽泳池和沙灘休閒泳場等體育設施，，，，可可可可

同時滿足師生體育鍛煉和訓練需求同時滿足師生體育鍛煉和訓練需求同時滿足師生體育鍛煉和訓練需求同時滿足師生體育鍛煉和訓練需求。。。。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各類生活各類生活各類生活各類生活、、、、學習配套設施齊全學習配套設施齊全學習配套設施齊全學習配套設施齊全

•

• 學校建有不同規格學生宿舍，大部分宿舍附設衛生間以及太

陽能自動供熱沐浴系統銀行、郵局、通訊部門、醫療門診部等在

校內為師生提供各類優質服務，學生社區各類生活、學習配套設

施齊全。



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2. 師資和管理師資和管理師資和管理師資和管理

隊伍隊伍隊伍隊伍

北京師範北京師範北京師範北京師範

大學高度重視大學高度重視大學高度重視大學高度重視

珠海分校的教珠海分校的教珠海分校的教珠海分校的教

育品質和辦學育品質和辦學育品質和辦學育品質和辦學

水準水準水準水準，，，，派出經派出經派出經派出經

驗豐富的管理驗豐富的管理驗豐富的管理驗豐富的管理

幹部幹部幹部幹部，，，，負責分負責分負責分負責分

校的行政和教校的行政和教校的行政和教校的行政和教

育教學管理工育教學管理工育教學管理工育教學管理工

作作作作。。。。



2. 2. 2. 2. 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

我校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根本保证我校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根本保证我校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根本保证我校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根本保证，，，，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加强领加强领加强领加强领导导导导、、、、理理理理顺机顺机顺机顺机制和加大制和加大制和加大制和加大投入投入投入投入，，，，建立了建立了建立了建立了一一一一支支支支专任与兼任相结专任与兼任相结专任与兼任相结专任与兼任相结合合合合、、、、学术学术学术学术与与与与行行行行

业相结业相结业相结业相结合合合合、、、、国内与国国内与国国内与国国内与国外外外外相结相结相结相结合的合的合的合的层层层层次水平次水平次水平次水平较较较较高高高高、、、、结构比较结构比较结构比较结构比较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式式式式、、、、国国国国

际化际化际化际化的教师队伍的教师队伍的教师队伍的教师队伍。。。。學學學學校校校校现现现现有有有有专任专任专任专任教师教师教师教师700700700700多多多多人人人人，，，，另有另有另有另有参参参参加加加加国际联国际联国际联国际联合培合培合培合培养养养养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的的的的国国国国外教师外教师外教师外教师100100100100余余余余人人人人。。。。

引引引引 进进进进 提提提提 高高高高培培培培 养养养养稳稳稳稳 定定定定



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2. 2. 2. 2. 師資和管師資和管師資和管師資和管

理隊伍理隊伍理隊伍理隊伍

。。。。为保障分校为保障分校为保障分校为保障分校

教育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教學學學學质质质质

量量量量，，，，北京師北京師北京師北京師

範大學選派範大學選派範大學選派範大學選派

以知名學者以知名學者以知名學者以知名學者

和教授為骨和教授為骨和教授為骨和教授為骨

幹的師資隊幹的師資隊幹的師資隊幹的師資隊

伍伍伍伍，，，，承擔分承擔分承擔分承擔分

校相關專業校相關專業校相關專業校相關專業

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教育

教學工作教學工作教學工作教學工作。。。。



2. 2. 2. 2. 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每每每每年年年年举办各举办各举办各举办各类类类类讲座讲座讲座讲座、、、、论坛论坛论坛论坛、、、、学术学术学术学术交交交交流流流流会会会会100余场余场余场余场，，，，曾邀请徐冠华曾邀请徐冠华曾邀请徐冠华曾邀请徐冠华、、、、厉厉厉厉

以以以以宁宁宁宁、、、、何振梁何振梁何振梁何振梁、、、、林崇德林崇德林崇德林崇德、、、、张厚粲张厚粲张厚粲张厚粲、、、、陈木陈木陈木陈木法法法法、、、、于丹于丹于丹于丹、、、、余光余光余光余光中中中中、、、、白先勇白先勇白先勇白先勇、、、、James 

C.Crabbe等等等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国内外著名专家国内外著名专家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学者前来讲学学者前来讲学学者前来讲学，，，，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

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一一一一、、、、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學校基本情況

（（（（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三三三三））））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辦學條件

2. 2. 2. 2. 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師資和管理隊伍



珠海分校珠海分校珠海分校珠海分校与与与与北京师北京师北京师北京师范范范范大学大学大学大学研究生院珠海研究生院珠海研究生院珠海研究生院珠海

分院分院分院分院、、、、珠海研究院珠海研究院珠海研究院珠海研究院、、、、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大学科技大学科技大学科技大学科技园园园园珠海分珠海分珠海分珠海分

园园园园“四四四四位位位位一一一一体体体体”，，，，共同共同共同共同构构构构成北京师成北京师成北京师成北京师范范范范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大学教育

综合综合综合综合改革试验园区改革试验园区改革试验园区改革试验园区，，，，是北京师是北京师是北京师是北京师范范范范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实现实现实现实现“综综综综

合性合性合性合性、、、、有特色有特色有特色有特色、、、、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研究型世界知世界知世界知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名高水平大学名高水平大学名高水平大学”

战略战略战略战略目目目目标标标标的的的的组组组组成部分成部分成部分成部分，，，，是北京师是北京师是北京师是北京师范范范范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改革试点项改革试点项改革试点项目目目目——《《《《探索拓探索拓探索拓探索拓展展展展优质优质优质优质

教育资教育资教育资教育资源源源源的体制的体制的体制的体制机机机机制制制制》》》》的的的的实实实实施施施施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二二二二、、、、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二二二二、、、、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综合改革试验园区综合改革试验园区综合改革试验园区综合改革试验园区

四位一体四位一体四位一体四位一体



珠海分校以創辦珠海分校以創辦珠海分校以創辦珠海分校以創辦開開開開放放放放式式式式、、、、高水高水高水高水準準準準的新型大學的新型大學的新型大學的新型大學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大大大大膽膽膽膽進行辦學體進行辦學體進行辦學體進行辦學體

制制制制、、、、運運運運作作作作機機機機制制制制、、、、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國際合作以及政產學研用國際合作以及政產學研用國際合作以及政產學研用國際合作以及政產學研用一一一一體體體體化化化化等方面的等方面的等方面的等方面的

改革嘗試改革嘗試改革嘗試改革嘗試，，，，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具具具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改革改革改革改革實驗園區實驗園區實驗園區實驗園區。。。。

二二二二、、、、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二二二二、、、、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办学特色与成就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

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办学目标

新型大学新型大学新型大学新型大学

开放式开放式开放式开放式 高水平高水平高水平高水平



（（（（二二二二））））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目標

珠海分校堅持以學生為本珠海分校堅持以學生為本珠海分校堅持以學生為本珠海分校堅持以學生為本，，，，面向當代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面向當代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面向當代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面向當代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

，，，，著力培養人文科學素養深厚著力培養人文科學素養深厚著力培養人文科學素養深厚著力培養人文科學素養深厚、、、、學科專業基礎扎實學科專業基礎扎實學科專業基礎扎實學科專業基礎扎實、、、、實踐動手能實踐動手能實踐動手能實踐動手能

力過硬的力過硬的力過硬的力過硬的外向型外向型外向型外向型、、、、複合型複合型複合型複合型、、、、應用型專門人才應用型專門人才應用型專門人才應用型專門人才。。。。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外向型外向型外向型外向型

复合型复合型复合型复合型 应用型应用型应用型应用型

1

2

3

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素养深厚素养深厚素养深厚素养深厚

学科学科学科学科专业基础扎实专业基础扎实专业基础扎实专业基础扎实

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过过过过硬硬硬硬

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三三三三））））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模式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 我校始我校始我校始我校始終堅終堅終堅終堅持以學生為本持以學生為本持以學生為本持以學生為本，，，，推出推出推出推出

了了了了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教育教學教育教學教育教學教育教學改革改革改革改革，，，，構構構構建以學生建以學生建以學生建以學生

自自自自主主主主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為為為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的個性的個性的個性的個性化化化化創新型人才創新型人才創新型人才創新型人才

培養模式培養模式培養模式培養模式，，，，為學生為學生為學生為學生自自自自主學主學主學主學習習習習，，，，個性個性個性個性化化化化

發展提發展提發展提發展提供最供最供最供最大的大的大的大的選擇空間選擇空間選擇空間選擇空間。。。。

• 与国与国与国与国外外外外60606060多所多所多所多所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开开开开展展展展多种多种多种多种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的的的的联联联联合培合培合培合培养养养养。。。。进入国进入国进入国进入国外高校外高校外高校外高校联联联联合培合培合培合培养养养养

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达达达达2100210021002100多多多多名名名名；；；；我校我校我校我校赴境赴境赴境赴境外外外外交换交换交换交换

学学学学习习习习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100100100100多多多多名名名名，，，，境境境境外外外外到到到到我校学我校学我校学我校学

习习习习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近近近近100100100100名名名名。。。。

• 与数百家企业与数百家企业与数百家企业与数百家企业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实践实习实践实习实践实习实践实习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开开开开展校展校展校展校企企企企合作培合作培合作培合作培养养养养。。。。



就業率就業率就業率就業率建校以來已畢業學生18541名，初次就業率平均達93.4%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近三年近三年近三年近三年就业率就业率就业率就业率2008200820082008年以来毕业生总人数年以来毕业生总人数年以来毕业生总人数年以来毕业生总人数

6701670167016701人人人人

18541185411854118541人人人人

2008   2009   2010

08080808年年年年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97.59% 91.83% 99.01%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历来重视历来重视历来重视历来重视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自自自自主主主主创业创业创业创业，，，，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创业创业创业创业工作由教学部工作由教学部工作由教学部工作由教学部招招招招生就生就生就生就业办业办业办业办公室主公室主公室主公室主

管管管管，，，，切实切实切实切实把加强把加强把加强把加强创业创业创业创业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提高学生提高学生提高学生提高学生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和和和和创业能力创业能力创业能力创业能力作为工作作为工作作为工作作为工作重点重点重点重点。。。。主主主主

动给创业动给创业动给创业动给创业大学生提大学生提大学生提大学生提供指导供指导供指导供指导和支持和支持和支持和支持，，，，积极宣积极宣积极宣积极宣传传传传促进促进促进促进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创业创业创业创业的政的政的政的政策策策策、、、、典典典典型型型型，，，，

营造鼓励营造鼓励营造鼓励营造鼓励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自自自自主主主主创业创业创业创业的的的的良好氛围良好氛围良好氛围良好氛围，，，，涌现出涌现出涌现出涌现出了了了了一一一一批批批批创业创业创业创业成成成成功典范功典范功典范功典范。。。。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学生创业学生创业

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 李毅李毅李毅李毅
特特特特许许许许经经经经营营营营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李颖李颖李颖李颖 ((((图片中间图片中间图片中间图片中间))))

创业英雄会创业英雄会创业英雄会创业英雄会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相当一部分同学升入北大相当一部分同学升入北大相当一部分同学升入北大相当一部分同学升入北大、、、、清华清华清华清华、、、、英国英国英国英国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南加福尼亚大学等国内美国南加福尼亚大学等国内美国南加福尼亚大学等国内美国南加福尼亚大学等国内

外一流大学学习外一流大学学习外一流大学学习外一流大学学习。。。。2002200220022002级学生赵刚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级学生赵刚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级学生赵刚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级学生赵刚以第一名成绩成为CASSCASSCASSCASS商学院百年历史以来本商学院百年历史以来本商学院百年历史以来本商学院百年历史以来本

科毕业直读博士的学生科毕业直读博士的学生科毕业直读博士的学生科毕业直读博士的学生；；；；2003200320032003级学生武文杰级学生武文杰级学生武文杰级学生武文杰于于于于2010201020102010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博士全额奖学金博士全额奖学金博士全额奖学金博士全额奖学金，，，，当年全球只有当年全球只有当年全球只有当年全球只有22222222名学子获此奖励名学子获此奖励名学子获此奖励名学子获此奖励；；；；2005200520052005级学生柯智麟级学生柯智麟级学生柯智麟级学生柯智麟、、、、李嘉熙李嘉熙李嘉熙李嘉熙

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2006级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数学学院赵寅权赵寅权赵寅权赵寅权1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考研考研考研考研、、、、留学情况留学情况留学情况留学情况

2 罗倩罗倩罗倩罗倩 外国语学院 2007 级英语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

4 刘笑桤刘笑桤刘笑桤刘笑桤 工程技术学院 2007 级生物技术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西北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大学

5 栾雪琼栾雪琼栾雪琼栾雪琼 工程技术学院 2007 级教育技术学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

6 冯瑞盈冯瑞盈冯瑞盈冯瑞盈 文学院 2007 级对外汉语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7 庄启兴庄启兴庄启兴庄启兴 信息技术学院 2007 级软件工程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8 秦思瑜秦思瑜秦思瑜秦思瑜 法律与行政学院 2007 级行政管理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

9 张雪张雪张雪张雪 艺术与传播学院 2007 级传播学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悉尼大学悉尼大学悉尼大学

10 曾妮曾妮曾妮曾妮 外国语学院 2007 级英语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匹兹堡大学匹兹堡大学匹兹堡大学匹兹堡大学

11 谭之扬谭之扬谭之扬谭之扬 工程技术学院 2007 级生物技术 内地内地内地内地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近三年毕业生考取国内研近三年毕业生考取国内研近三年毕业生考取国内研近三年毕业生考取国内研

究生和出国留学的比例究生和出国留学的比例究生和出国留学的比例究生和出国留学的比例

占到毕业生总人数的占到毕业生总人数的占到毕业生总人数的占到毕业生总人数的10%10%10%10%

2011201120112011年高年高年高年高达达达达11%11%11%11%。。。。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历届历届历届历届学生全学生全学生全学生全国国国国大学大学大学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通过通过通过率率率率在在在在80%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

48.86%51272009

23.66%60282010

67.59%46012008

71.77%41692007

总合格率总合格率总合格率总合格率（（（（及格人数及格人数及格人数及格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25.67%41692007

3.10%60282010

10.28%51272009

24.49%46012008

总合格率总合格率总合格率总合格率（（（（及格人数及格人数及格人数及格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历年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情况统计表

历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情况统计表



2004年至今我校学生所获所果与奖励

国际奖1项 国家级奖29项 省级奖123项 市级奖29项 国家专利国家专利国家专利国家专利2项项项项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设设设设计计计计学院学院学院学院于昊洋于昊洋于昊洋于昊洋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二二二二次成型次成型次成型次成型装饰板装饰板装饰板装饰板及其制作方法及其制作方法及其制作方法及其制作方法”在在在在2009

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获得国家知识产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局局局颁颁颁颁发的发的发的发的发发发发明专利明专利明专利明专利证证证证书书书书，，，，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商学部商学部商学部商学部李腾飞李腾飞李腾飞李腾飞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

“新型新型新型新型书架书架书架书架”在在在在2011年年年年3月被月被月被月被国家专利国家专利国家专利国家专利局局局局授予授予授予授予国家实国家实国家实国家实用新型用新型用新型用新型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创创创创新人才培新人才培新人才培新人才培养养养养模式模式模式模式，，，，为学生为学生为学生为学生自自自自主主主主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了了了了条条条条件件件件，，，，促进促进促进促进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个性个性个性个性化化化化发展和发展和发展和发展和创创创创新新新新能力能力能力能力的的的的增增增增强强强强，，，，有有有有力力力力提提提提升升升升了人才培了人才培了人才培了人才培养质量养质量养质量养质量。。。。在在在在国家国家国家国家、、、、省省省省、、、、

市市市市级级级级的的的的各各各各类类类类竞赛竞赛竞赛竞赛中中中中，，，，我校学生不我校学生不我校学生不我校学生不断崭露头角断崭露头角断崭露头角断崭露头角，，，，屡获佳绩屡获佳绩屡获佳绩屡获佳绩。。。。

•物流学院学生获得物流学院学生获得物流学院学生获得物流学院学生获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

•工程学院学生获得工程学院学生获得工程学院学生获得工程学院学生获得：：：：第四届第四届第四届第四届““““高教杯高教杯高教杯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机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机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机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机

械类械类械类械类 团体一等奖团体一等奖团体一等奖团体一等奖

•商学部学生获得商学部学生获得商学部学生获得商学部学生获得：：：：第二届第二届第二届第二届 ““““社会企业商业计划大赛社会企业商业计划大赛社会企业商业计划大赛社会企业商业计划大赛””””全国本科生季军全国本科生季军全国本科生季军全国本科生季军

•艺术与传播学院学生获得艺术与传播学院学生获得艺术与传播学院学生获得艺术与传播学院学生获得：：：：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

•应用数学学院学生获得应用数学学院学生获得应用数学学院学生获得应用数学学院学生获得：：：：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201120112011201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二等奖国家二等奖国家二等奖国家二等奖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实践动实践动实践动实践动手能力手能力手能力手能力实践动实践动实践动实践动手能力手能力手能力手能力

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

广东省学生军训先进单位广东省学生军训先进单位广东省学生军训先进单位广东省学生军训先进单位

1

2

3

2011年我校荣获年我校荣获年我校荣获年我校荣获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荣誉称号荣誉称号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我校生我校生我校生我校生源遍源遍源遍源遍及全及全及全及全国国国国27272727个个个个省市省市省市省市（（（（含港澳台地区含港澳台地区含港澳台地区含港澳台地区），），），），录取录取录取录取的新生全部的新生全部的新生全部的新生全部来自各来自各来自各来自各省省省省

普通本科普通本科普通本科普通本科二二二二批批批批。。。。。。。。。。。。第一志愿录取考生的比例由最初的第一志愿录取考生的比例由最初的60%60%多上升到今年的多上升到今年的

99.14%99.14%，近三年各地文科录取平均分高出二本投档线的分差值由，近三年各地文科录取平均分高出二本投档线的分差值由28.7028.70分上升分上升

到到34.6034.60分，理科录取平均分高出二本投档线的分差值由分，理科录取平均分高出二本投档线的分差值由28.9028.90分上升到分上升到35.1435.14

分。近年来，每年有数十名港澳台学生考入我校学习。分。近年来，每年有数十名港澳台学生考入我校学习。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辦學特色與成就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辦學成就

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社会声誉–– 招生情况招生情况招生情况招生情况招生情况招生情况招生情况招生情况



三三三三、、、、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三三三三、、、、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

1111、、、、招生计划招生计划招生计划招生计划：：：：2012年我校免试招收30名香港学生。其

中工商管理专业5名，英语3名、汉语言文学3名、人力资源

管理3名，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金融学（金融市场与

投资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传播学、广告学、对外汉语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专业各2名。



三三三三、、、、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三三三三、、、、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到我校免試就讀的優惠條件和程式

2222、、、、錄取錄取錄取錄取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 四四四四個個個個核核核核心科目的心科目的心科目的心科目的入入入入學學學學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英英英英文語文科達文語文科達文語文科達文語文科達到第到第到第到第3333級級級級，，，，數數數數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通通通通識識識識教育科達教育科達教育科達教育科達到第到第到第到第2222級級級級。。。。在在在在此基础上此基础上此基础上此基础上，，，，学校根学校根学校根学校根据考据考据考据考生生生生复试情况进复试情况进复试情况进复试情况进行行行行择择择择

优录取优录取优录取优录取，，，，复试只进复试只进复试只进复试只进行面行面行面行面试试试试。。。。

• 入入入入学学学学后后后后在经过在经过在经过在经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学学学学习后习后习后习后，，，，如果对现如果对现如果对现如果对现有有有有专业专业专业专业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不不不不感兴趣感兴趣感兴趣感兴趣，，，，可可可可以根以根以根以根

据自己据自己据自己据自己学学学学习兴趣爱好习兴趣爱好习兴趣爱好习兴趣爱好转转转转专业专业专业专业；；；；可可可可申申申申请请请请免修军训免修军训免修军训免修军训及政及政及政及政治治治治理理理理论论论论课课课课。。。。



三三三三、、、、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三三三三、、、、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香港學生免試就讀的條件和程式

3、、、、录录录录取程序取程序取程序取程序
• 預報名預報名預報名預報名：：：：201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20日日日日—3月月月月5日進行網路日進行網路日進行網路日進行網路
預報名預報名預報名預報名（（（（
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
dex.jsp）。）。）。）。

• 現場確認現場確認現場確認現場確認：：：：3月月月月1—15日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日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日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日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中心進行現場確認中心進行現場確認中心進行現場確認中心進行現場確認。。。。

• 公佈面試名單公佈面試名單公佈面試名單公佈面試名單：：：：2012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6—31日日日日
• 組織復試組織復試組織復試組織復試：：：：4月月月月1—30日日日日
• 公佈預錄取名單公佈預錄取名單公佈預錄取名單公佈預錄取名單：：：：5月月月月15日網上公佈預錄名單日網上公佈預錄名單日網上公佈預錄名單日網上公佈預錄名單
（（（（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
.html）。）。）。）。

• 錄取確認錄取確認錄取確認錄取確認：：：：8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3日前考生通過日前考生通過日前考生通過日前考生通過（（（（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
.html））））進行錄取確認進行錄取確認進行錄取確認進行錄取確認。。。。

• 計畫調整計畫調整計畫調整計畫調整：：：：8月月月月3—17日高校根據生源情況進日高校根據生源情況進日高校根據生源情況進日高校根據生源情況進
行計畫調整和調劑行計畫調整和調劑行計畫調整和調劑行計畫調整和調劑。。。。

• 公佈錄取名單公佈錄取名單公佈錄取名單公佈錄取名單：：：：8月月月月20日前日前日前日前，，，，考生可通過錄取考生可通過錄取考生可通過錄取考生可通過錄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
.html））））查詢最終錄取結果查詢最終錄取結果查詢最終錄取結果查詢最終錄取結果。。。。

• 發放錄取通知書發放錄取通知書發放錄取通知書發放錄取通知書



北京师北京师北京师北京师范范范范大学珠海分校是在大学珠海分校是在大学珠海分校是在大学珠海分校是在百百百百年学府年学府年学府年学府基础上基础上基础上基础上诞诞诞诞生生生生的的的的一所世一所世一所世一所世纪纪纪纪新校新校新校新校，，，，是是是是一一一一

所探索所探索所探索所探索中中中中国国国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高等教育发展新高等教育发展新高等教育发展新道道道道路的新型大学路的新型大学路的新型大学路的新型大学。。。。美丽美丽美丽美丽的校的校的校的校园园园园环环环环境境境境，，，，一一一一流的教学流的教学流的教学流的教学

设施设施设施设施，，，，先进先进先进先进的的的的办办办办学理学理学理学理念念念念，，，，全全全全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办办办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学体制和人才培学体制和人才培学体制和人才培养养养养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筚筚筚筚路路路路蓝缕蓝缕蓝缕蓝缕的的的的开拓开拓开拓开拓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了了了了它它它它崭崭崭崭新的新的新的新的现现现现在在在在，，，，也昭也昭也昭也昭示示示示着它着它着它着它光光光光辉辉辉辉的的的的未未未未来来来来。。。。我我我我们真们真们真们真心心心心地地地地期盼期盼期盼期盼，，，，热热热热

忱忱忱忱地地地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各各各位位位位香香香香港港港港学学学学子子子子加加加加入到入到入到入到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的队伍中的队伍中的队伍中的队伍中来来来来，，，，和和和和这这这这所所所所年年年年轻轻轻轻的的的的、、、、充满希望充满希望充满希望充满希望与与与与

活活活活力力力力的新型大学的新型大学的新型大学的新型大学一一一一起起起起成成成成长长长长，，，，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走向美走向美走向美走向美好好好好的的的的明明明明天天天天！！！！



熱熱熱熱忱忱忱忱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香港學子到我校求學香港學子到我校求學香港學子到我校求學香港學子到我校求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