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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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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從2009年9月開

始實施高中及大學新學制改革，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將逐步取代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

程度會考。2012年香港將有兩屆高中生，共

計105000余人同年畢業，升學壓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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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2. 為體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心和支

持，幫助特區政府緩解升學壓力，李克強副

總理于2011年8月訪港期間宣佈“自2012年起

試行對香港學生豁免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合

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考試（即

聯招考試），內地部分高校可依據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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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2011年8
月，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
強在访问香
港 時宣佈了

這一惠港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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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落實此項

民生惠港舉措，教
育部制定了《2012
年內地部分高校免
試招收香港學生辦
法（試行）》，並
初步確定內地63所
高校對港免試招生。

一、政策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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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什麼說是惠港政策？

我先報兩組數據：2010年內地高考報名

人數960萬人，錄取本科生339萬人（含專科

升本科），差額621萬人，錄取率35.3%；

2011年報名人數933萬人，錄取本科生349萬

人（含專科升本科），差額584萬人，錄取

率37.4%。

一、政策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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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4.為什麼說是惠港政策？

解讀上述數據的涵義：一是體現了中

央政府對香港的關心，支持了香港特區政

府實施的新學制改革，幫助特區政府紓緩

了升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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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4.為什麼說是惠港政策？

二是內地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的

发展成果惠及香港。63所學校在學額很緊

張的情況下，每校仍拿出30-50學額招收香

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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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4.為什麼說是惠港政策？

三是按照香港慣例，依據中六學生的

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和中七學生的2012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確定錄取分數

線，參考校長推薦信，實行特長優先原則。



1111

5.為落實此項政策，2011年12月10日至
11日，由國家教育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聯合主辦的“2011年內地高等教育展”
在香港伊利沙伯中學成功舉行。63所為香港

學生實行免試收生的內地高等學校連袂來港
展覽，香港學生及家長踴躍參觀，瞭解、諮
詢免試招生情況。兩天中參觀者絡繹不絕，
據不完全統計，參觀者超過7600人，創近年

來香港各類教育展觀展人數新高。

一、政策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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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香港教育局專

門印製了展覽

會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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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教育部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副主任

李大光先生致辞

香港特别行政区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谢凌洁贞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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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展覽會現場參觀者
聚精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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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的由來

講座大廳聆聽者
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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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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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1.報名資格

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

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並符合下列條件

者均可報名：
（1）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之應屆考生；或

（2）2012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之應屆考生，並

且願意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習。

考生所持證件需在有效期之內。

考生須認真閱讀所報內地高校及專業的招生章

程，瞭解其對考生身體健康情況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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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2.報名方式及日期

(1)考生須在2012年2月20日至3月5日期間

登入《內地對港免試招生》之報名網址：

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 進 行

網上預先報名的程序；
(2)完成網上預先報名的程序後，考生須

在2012年3月1至15日期間到中國教育留學交

流（香港）中心進行現場報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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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2.報名方式及日期

考生若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前往報名點

進行確認，亦可委託他人，並帶同受託人身

份證正副本、考生之身份證副本及《港澳居

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正副本、以及考生親筆

簽署的委託書，以便辦理確認手續及提交相

關之證明文件，惟每名受託人只可代表一名

考生辦理有關確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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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3.報名地址與聯繫方式

辦理現場報名確認的地址是:
⑴胡忠大廈23層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⑵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72-284號興業商業

中心23樓2305室
電話:25424811    傳真:2815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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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場確認資料

(1)考生本人之香港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
(2)網絡預先報名時已填妥之報名表列印本;
(3)考生之數碼相片（格式為JPG；圖像大小为

： 168 像素（闊）× 240 像素（高），及在

10Kbytes以內）；

(4)相關身份及學習證明文件（獲獎證明、校

長推薦書、校長推薦計畫表等）之正本及影印本。

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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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5.報名費用

港幣肆佰贰拾元整（HK＄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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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報名

6.填報志願

考生在網上預先報名時需填報入讀志

願。每位考生可根據內地63所對港免試招

生高校名單中，填報4所學校志願，並按

每所院校所提供之學科或專業填報4個學

科/專業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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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複試

1.複試方式

各高校可根據考生之報讀資料，安排面

試形式的“複試”而不再進行其他筆試，惟報

讀個別特殊專業的考生可能需要進行額外專

業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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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複試
2.複試日期

⑴ 2012年3月26日至31日：內地高校公佈免試

招收香港學生之面試名單;
⑵ 2012年5月5日至10日：內地高校組織複試

並進行預先錄取;

⑶ 2012年5月15日前：內地高校通過對港免試

招生之錄取網址公佈2012年免試招收香港學生之預

錄取名單。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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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1.錄取原則

各高校可根據考生複試結果及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以及參

考考生中學期間之學習經歷，並依據國家

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畫決定錄取該考生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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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1.錄取原則

（1）最低錄取要求

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為“3、3、2
、2”，即原則上中國語文科與英國語文科

應達到第3級，數學科與通識教育科應達

到第2級的最低錄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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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1.錄取原則

（2）高校可附加要求

除四門核心科目外，各高校可根據

不同專業要求，指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

定選修科目對學生需達到的水準之明確要

求（如指定一至兩門選修科目之成績需達

到第2級或第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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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1.錄取原則

（3）學習經歷參考

除核心科目與選修科目的要求外，

各高校可參考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即香
港教育局和學校認可、學生本人提供的“學
生學習概覽”，進行擇優錄取。

各高校可結合實際情況制訂具體錄

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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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2.錄取時間節點

（1） 2012年8月3日前：內地高校通過

對港免試招生之錄取網址公佈錄取名單，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

考生須登錄網站，以便進行錄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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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2.錄取時間節點

（2） 2012年8月3日至17日：各高校可

根據收生情況進行計畫調整。錄取餘額較

多的高校,可通過徵集志願,依據考生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進行

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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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辦法及程序——錄取

2.錄取時間節點

（3） 2012年8月20日前：通過對港免

試招生之錄取網址公佈最終錄取名單，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

並由高校發放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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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

基本情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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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學校規模

內地普通高校共2358所（包括普通本

科院校 1112 所以及普通專科院校 1246
所），其中，中央部委所屬院校111所，教

育部直屬高校7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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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學生人數

內地高校在校總人數為3105萬人，毛

入學率為26.5%，其中就讀研究生人數共

153.8萬人（包括博士生25.9萬人及碩士生

127.9萬人），入讀本科及專科學生共

2767.8萬人（包括本科生1490.6萬人及專科

生1277.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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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內地香港學生人數

截至2011年10月，共有11155名香港學

生在內地205所高校就讀。



3737

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教師與學生比率

內地高校專任教師總數為138.9萬人，

其中普通高校專任教師人數共134.3萬人，

普通高校師生比率為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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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學科專業

普通本科共有11種大學學科類別：

1.哲學；2.經濟學；3.法學；4.教育

學；5.文學；6.歷史學；7.理學；8.工學；

9.農學；10.醫學；11.管理學；

以及599種專業種數和38593個專業點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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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校舍及設備

人均校舍建築面積：28.4平方米

人均教學儀器：人民幣8876元
人均圖書量 ：7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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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學費

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實行統一收費：

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標準一致；

同一學校、同一專業、同一年級標準一致；

同一住宿條件下之住宿費用標準一致。

普通高校本科生每年學費為人民幣4500至
9000元；住宿費每年為人民幣800至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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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㈠ 整體基本情況——獎學金

參照《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暫

行辦法》組織評審。覆蓋面達到33%以上。

等級 本科 碩士 博士

一等 5000             7000             9000
二等 4000             5000             7000
三等 3000             4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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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㈡ 免試收生的63所高校分類——按地區分

地區 學校數 地區 學校數

北京市 9                  江蘇省 3
上海市 9 浙江省 4
天津市 4 湖北省 4
重慶市 3                  福建省 6
廣東省 17                 雲南省 2
四川省 2



43

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㈡ 免試收生的63所高校分類——按層級分

層級 學校數

985院校 15
211院校 14（不含985院校）

特色院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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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㈡ 免試收生的63所高校分類——按隸屬分

隸屬關係 學校數

教育部直屬 23
其他部委直屬 1 
省（直辖市）直屬 39



45

三、內地高等教育情況介紹

㈡ 免試收生的63所高校分類——按學科分

學科 學校數 學科 學校數

綜合類 25            理工類 3
其中：含醫科 10            語言類 2

師範類 11            政法類 3
中醫藥類 8             藝術類 3
醫科類 3             獨立學院 1
財經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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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名称 类别 985院校 211院校 部属院校 其他部委 地方所属 网址

北京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www.gotopku.cn

清华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www.join-tsinghua.edu.cn 
中国人人大学 综合类 √ √ √  http://www.rdzs.com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类 √ √ √  http://admission.bnu.edu.cn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类 √  http://www.blcu.edu.cn
中国政政大学 政法类 √ √  http://gate.cupl.edu.cn/gjjyxy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类 √ √  http://www.cuc.edu.cn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  http://www.bucm.edu.cn
北京服装学院 理工类 √  http://www.bict.edu.cn

南开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www.nankai.edu.cn
天津大学 综合类 √ √ √  http://www.tju.edu.cn
天津师范大学  师范类 √  http://www.tjnu.edu.cn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www.tjutcm.edu.cn

复旦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www.fudan.edu.cn
上海交通大学 理工类（含医科） √ √ √  http://www.sjtu.edu.cn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类 √ √ √  http://www.zsb.ecnu.edu.cn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类 √ √  http://www.shufe.edu.cn

华东政政大学 政法类 √  http://www.hzgate.net

东华大学 综合类 √ √  http://www.zs.dhu.edu.cn
上海大学  综合类 √ √  http://www.shu.edu.cn
上海师范大学 师范类 √  http://www.ssdzsb.shnu.edu.cn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财经类 √  http://www.lixin.edu.cn

南京大学 综合类 √ √ √  http://www.nj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  师范类 √ √  http://www.njnu.edu.cn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www.njutcm.edu.cn

浙江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zdzsc.zju.edu.cn

温州医学院 医科类 √  http://zhaosheng.wzmc.edu.cn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www.zjtcmiec.net
宁波大学 综合类 √  http://www.zsb.nbu.edu.cn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zsjy.cdutcm.edu.cn
四川师范大学 师范类 √  http://zjc.sicnu.edu.cn

内地63所免试招收香港学生高校分类表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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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名称 类别 985院校 211院校 部属院校 其他部委 地方所属 网址

厦门大学 综合类 √ √ √  http://zsb.xmu.edu.cn
福州大学 综合类 √ √  http://zsb.fzu.edu.cn

华侨大学 综合类 √  http://zsc.hqu.edu.cn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www.fjtcm.edu.cn
福建师范大学 师范类 √  http://www.fjnu.edu.cn
集美大学  综合类 √  http://oec.jmu.edu.cn

武汉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www.aoff.whu.edu.cn

华中师范大学 师范类 √ √  http://www.ccnu.edu.cn
中南财经政政大学 财经类 √ √  http://www.znufe.edu.cn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www.hbtcm.edu.cn

中山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  http://admission.sysu.edu.cn

暨南大学 综合类（含医科） √ √  http://www.jnu.edu.cn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类 √ √  http://zsb.scnu.edu.cn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类 √  http://www.gzhtcm.edu.cn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语言类 √  http://zsb.gdufs.edu.cn
南方医科大学  医科类 √  http://www.fimmu.com/index_com.html
汕头大学 综合类 √  http://www.stu.edu.cn
广州美术学院 艺术类 √  http://www.gzarts.edu.cn
星海音乐学院 艺术类 √  http:// www.xhzsb.com
广州大学 综合类 √  http://www.zj.gzhu.edu.cn
深圳大学 综合类 √  http://www.szu.edu.cn
广东商学院 财经类 √  http://www.gdcc.edu.cn
韶关学院   综合类 √  http://www.sg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珠珠珠珠 独立学院 √  http://www.bnuep.com
广东工业大学 理工类 √  http://www.gdut.edu.cn
肇庆学院 综合类 √  http://www.zqu.edu.cn
广东药学院 医科类 √  http://www.gdpu.edu.cn

西南大学 师范类 √ √  http://www.swu.edu.cn
重庆大学 综合类 √ √ √  http://zhaosheng.cqu.edu.cn
西南政法大学 政法类 √  http://zs.swupl.edu.cn

云南大学 综合类 √  http://www.ynu.edu.cn
云南师范大学 师范类 √  http://www.ynnu.edu.cn

福建省：

内地63所免试招收香港学生高校分类表

湖北省：

广东省：

重庆市：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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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1.“ 免試收生”不是不考試

所謂“免試收生”，并不是豁免所有考

試，是指自2012年起，對香港學生豁免內地

普通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學

生考試（即“聯招考試”），內地部份高校可

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應

屆考生。今年還包括依據2012年香港高級程

度會考之應屆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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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2. 重點是填好志願

首先，希望並歡迎有更多學習成績優

異的香港考生報考內地高校。在免試收生

的內地63所院校的層級分佈中，有15所985
院校、14所211院校可供他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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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2. 重點是填好志願

其次，抓住讓更多的考生升讀大學的工

作重點。為此，就要抓好對學習成績在中等

層次的考生報考內地高校的宣傳輔導工作，

真正做到讓更多的文憑試成績在“3、3、2、2”
以上的考生能夠升入本科大學。從內地63所
大學的層級分佈來看，其中有34所特色學校

可招收更多中等層次考生升讀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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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抓住補錄機會

2012年8月3日至17日，各高校可根據已

經招收錄取的情況進行計劃調整，對錄取后

仍有較多學額餘額的學校，可徵集考生第二

次選擇的志願進行補錄。也就是說，未被錄

取的考生，只要成績達到“3、3、2、2”以上

，仍有一次重新選擇學校的機會，考生可上

網查詢高校徵集志願信息，按照網上信息挑

選心怡學校報考志願進行補錄。

四、幾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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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4.如何理解“門檻高”
一些媒體在宣傳時講，內地高校免試

收生門檻高。這裡要說明三點：

一是內地大學是分層級的，不同層級

的大學收生標準是不一樣的，層級高的學

校入學門檻必然要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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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4.如何理解“門檻高”
二是“3、3、2、2”只是收生的最低標

準，這次教育部還選擇了一批有特色的學

校納入免試收生，大多數學校收生門檻是

定在“3、3、2、2”標準上的。如果填報好

志願，達到這個標準應該是可以被大學錄

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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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理解“門檻高”
三是如果同一所學校報名人數太多，

由於受學額限制，必然會按照“擇優錄取”

原則，抬高收生標準。因此，一定要遵循

教學規律報讀或收生，否則會給學生增加

不必要的學習和精神負擔，影響學生的成

長，這也是對學生今後的學習負責。

四、幾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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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5.把握好時間節點

把握好時間節點很重要，否則將貽誤時

機，造成遺憾。主要是報名、確認、複試、

錄取、補錄等幾個節點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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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幾點說明

5.把握好時間節點

報名：2月20日至3月5日（網上報名）

確認：3月1日至15日（錯峰前往確認地點）

複試：5月5日至10日（3月26日至31日網上

查詢面試名單及時間）

錄取：8月3日以前（網上查詢名單并確認）

補錄：8月3日至17日（網上查詢并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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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祝各位春節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