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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辦學歷史辦學歷史辦學歷史辦學歷史

History of our university



1948年年年年6月底月底月底月底，，，，研究成立研究成立研究成立研究成立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中原大學

In late June 1948, discussing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Zhongyuan University

1948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中原大學遷至開封中原大學遷至開封中原大學遷至開封中原大學遷至開封

On October 24th, 1948, the campus of 

Zhongyuan University moved to Kaifeng city

1949年年年年，，，，中原大學遷至武漢中原大學遷至武漢中原大學遷至武漢中原大學遷至武漢

New campus of Zhongyuan University in Wuhan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歷歷歷歷
史史史史
沿沿沿沿
革革革革



1988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 鄧小平同誌為中南財經大學題寫校名鄧小平同誌為中南財經大學題寫校名鄧小平同誌為中南財經大學題寫校名鄧小平同誌為中南財經大學題寫校名

In May 1988, Deng Xiaoping, the great leader of PRC, 

was autographing the name of ZNUFE



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

為中南政法學院重建十周年題詞

The autograph of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Liu 

Huaqing for the ten years’

rebuilding of SCUPSL

國務委員、財政部長王丙乾

為中南財經大學建校四十周年題詞

The autograph of the state councilor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Wang Binggan

for the forty year’s ceremony of 

ZNUFE



中原大學校門

The Gate of ZYU
中南財經大學校門

The Gate of ZNUFE

中南政法學院校門

The Gate of SCUPSL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門

The Gate of ZUEL



2006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 吳漢東校長受到胡錦濤主席親切接見吳漢東校長受到胡錦濤主席親切接見吳漢東校長受到胡錦濤主席親切接見吳漢東校長受到胡錦濤主席親切接見

In May 2006, Chairman Hu met 

Head Wu Handong of  our university kindly



2008年年年年 溫家寶總理到我校首義校區武漢起點人力資源市場考察溫家寶總理到我校首義校區武漢起點人力資源市場考察溫家寶總理到我校首義校區武漢起點人力資源市場考察溫家寶總理到我校首義校區武漢起點人力資源市場考察

In 2008, premier Wen inspected The start human resources market

of ZUEL in Shouyi campus 



• 2010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第二屆第二屆第二屆第二屆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

• 周永康會見法學論壇代表與吳校長親切握手周永康會見法學論壇代表與吳校長親切握手周永康會見法學論壇代表與吳校長親切握手周永康會見法學論壇代表與吳校長親切握手

In October 2010, the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Politics and Law 

Committee Zhou Yongkang, met Head Wu Handong of  our university 
kindly on the 2nd forum of law university deans around the world. 



2008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 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錢運錄同誌親切接見母校領導錢運錄同誌親切接見母校領導錢運錄同誌親切接見母校領導錢運錄同誌親切接見母校領導

In October 2008, National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vice-president 

concurrently Secretary General Qian Yunlu met the Alma mater leadership



2000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 李嵐清李嵐清李嵐清李嵐清、、、、陳至立同誌陳至立同誌陳至立同誌陳至立同誌

及湖北省及湖北省及湖北省及湖北省、、、、武漢市領導同誌來我校視察工作武漢市領導同誌來我校視察工作武漢市領導同誌來我校視察工作武漢市領導同誌來我校視察工作

In December 2000, former standing member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Vice Premier Li Lanqing, Vice Chairman of 11th NPC Standing Member 

Committee, former State Councilor, Chen Zhili inspected ZUEL



2002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 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同誌來我校視察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同誌來我校視察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同誌來我校視察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同誌來我校視察

In May 2002, the form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Zhou Ji inspected the University



2002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 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同誌來我校視察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同誌來我校視察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同誌來我校視察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同誌來我校視察

In April 2002, The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Li Weihong inspected the University



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吳啟迪同誌吳啟迪同誌吳啟迪同誌吳啟迪同誌

分別來我校視察分別來我校視察分別來我校視察分別來我校視察

The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Zhang 

Qingbao and Wu Qidi inspected the University separately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同誌親切接見我校領導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同誌親切接見我校領導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同誌親切接見我校領導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同誌親切接見我校領導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Xie Xuren met the Heads of 

our University kindly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湖北時任湖北時任湖北時任湖北
省委書記俞正聲同誌來校視察省委書記俞正聲同誌來校視察省委書記俞正聲同誌來校視察省委書記俞正聲同誌來校視察

Yu Zhengsheng, member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former 

Secretary of Hube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inspected ZNEL

湖北省省長李鴻忠同誌在我校視察指導湖北省省長李鴻忠同誌在我校視察指導湖北省省長李鴻忠同誌在我校視察指導湖北省省長李鴻忠同誌在我校視察指導
Governer Li Hongzhong of Hubei Province   

inspected   ZNEL



湖北省委副書記鄧道坤湖北省委副書記鄧道坤湖北省委副書記鄧道坤湖北省委副書記鄧道坤
Deputy secretary of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eng Daokun

湖北省委副書記湖北省委副書記湖北省委副書記湖北省委副書記、、、、市委書記陳訓秋市委書記陳訓秋市委書記陳訓秋市委書記陳訓秋
Deputy  secretary of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secretary of Wuhan city  

Chen Xunqiu

湖北省副省長蔣大國湖北省副省長蔣大國湖北省副省長蔣大國湖北省副省長蔣大國
Vice  governor of Hubei 
province Jiang Daguo

湖北省副省長辜勝阻湖北省副省長辜勝阻湖北省副省長辜勝阻湖北省副省長辜勝阻
Vice Governor of Hubei 
Province Gu Shengzu

武漢市市長李憲生武漢市市長李憲生武漢市市長李憲生武漢市市長李憲生
The Mayor of Wuhan Li    

Xiansheng

湖北省及武漢市各位領導關心學校發展湖北省及武漢市各位領導關心學校發展湖北省及武漢市各位領導關心學校發展湖北省及武漢市各位領導關心學校發展
All the leaders of Hubei province and Wuhan city concer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武漢市委副書記程康彥武漢市委副書記程康彥武漢市委副書記程康彥武漢市委副書記程康彥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Wuhan 
city Committee Cheng Kangyan



二二二二、、、、學校改革和發展的現狀學校改革和發展的現狀學校改革和發展的現狀學校改革和發展的現狀

Th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UEL



我們崇尚的大學精神我們崇尚的大學精神我們崇尚的大學精神我們崇尚的大學精神：：：：
University  SpiritUniversity  SpiritUniversity  SpiritUniversity  Spirit

砥砺德行

Encourage Virtue

守望正义

Uphold Justice

崇尚创新

Advocate Innovation

止于至善

Aspire to Absolute 

Perfection

辦特色辦特色辦特色辦特色

創一流創一流創一流創一流
Highlighting 

Special Features, 
Striving for First 

Class

博文明理博文明理博文明理博文明理

Learned 
Rational 

厚德濟世厚德濟世厚德濟世厚德濟世

Virtuous 

Devoted

我們嚴守的辦學理念我們嚴守的辦學理念我們嚴守的辦學理念我們嚴守的辦學理念：：：：
University IdeaUniversity IdeaUniversity IdeaUniversity Idea

我們遵循的校訓我們遵循的校訓我們遵循的校訓我們遵循的校訓：：：：
University  MottoUniversity  MottoUniversity  MottoUniversity  Motto

(一一一一)辦學指導思想和辦學思路辦學指導思想和辦學思路辦學指導思想和辦學思路辦學指導思想和辦學思路

The Guiding Ideas and Views of Running University

砥礪德行砥礪德行砥礪德行砥礪德行

Encourage Virtue

守望正義守望正義守望正義守望正義

Uphold Justice

崇尚創新崇尚創新崇尚創新崇尚創新

Advocate 

Innovation

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止於至善

Aspire to Absolute 

Perfection



我校躋身我校躋身我校躋身我校躋身“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高校建設高校建設高校建設高校
Our University came into the team of Advantageous Subject 

Innovation Platform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財政部聯合發文財政部聯合發文財政部聯合發文財政部聯合發文，，，，將我校正式列入將我校正式列入將我校正式列入將我校正式列入“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建設建設建設
高校行列高校行列高校行列高校行列，，，，對學校提出了對學校提出了對學校提出了對學校提出了“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創新人才培養創新人才培養創新人才培養創新人才培養”、、、、“學術領軍人物和學術領軍人物和學術領軍人物和學術領軍人物和
創新團隊創新團隊創新團隊創新團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改革措施改革措施改革措施改革措施”等五項建設任務等五項建設任務等五項建設任務等五項建設任務，，，，並安排專並安排專並安排專並安排專
項資金予以支持項資金予以支持項資金予以支持項資金予以支持。。。。這是繼我校獲批為這是繼我校獲批為這是繼我校獲批為這是繼我校獲批為“21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高校後高校後高校後高校後，，，，學校發展的又一歷學校發展的又一歷學校發展的又一歷學校發展的又一歷
史性突破史性突破史性突破史性突破。。。。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jointly issued the document, in which 

our  university formally included in “Advantageous Subject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proposed five new tasks, “subject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cademic leaders and innovative team”、、、、“improving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reformation measures ”, and allocated special funds to support it. This 

is the second awarded to our school, after  coming into “211 Project” universities, and 

is another historic breakthroug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辦學層次辦學層次辦學層次辦學層次 level
個個個個數數數數

Number
所屬學科門類所屬學科門類所屬學科門類所屬學科門類 Type of subjects

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

Post-doctoral Program
5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法學法學法學法學

Economics  Administration  Jurisprudence

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

First-grade Doctor’s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5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法法法法學學學學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

Economics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on

二級學科博士點二級學科博士點二級學科博士點二級學科博士點

Second-grade Doctor’s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42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法法法法學學學學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 哲學哲學哲學哲學

Economics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on  Philosophy

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

Master’s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95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法法法法學學學學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 哲哲哲哲學學學學

文文文文 學學學學 史史史史學學學學 理理理理 學學學學 工工工工學學學學

Economics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Historiography  Science  Engineering

專業碩士專業碩士專業碩士專業碩士

MA. Degree
14

MBA（（（（EMBA）、）、）、）、JM、、、、MPAcc、、、、 MPA、、、、 MTI 、、、、 MSF 、、、、

ME 、、、、MV、、、、MI 、、、、MIB 、、、、MAS 、、、、MT 、、、、MAE 、、、、MATA

本本本本 科科科科

Undergraduate’s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45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法法法法學學學學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 文文文文學學學學 史史史史 學學學學 理理理理學學學學 工工工工 學學學學

Economics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Historiography  Science  Engineering

(二二二二)辦學實力辦學實力辦學實力辦學實力Strength of Running University



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School of Marxism

哲學院哲學院哲學院哲學院

School of Philosophy

經濟學院經濟學院經濟學院經濟學院

School of Economics

財政稅務學院財政稅務學院財政稅務學院財政稅務學院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新華金融保險學院新華金融保險學院新華金融保險學院新華金融保險學院

Xinhua School of Finance and 

Insurance

法法法法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Law School

刑事司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Media

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會計學院會計學院會計學院會計學院

School of Accounting

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統計與數學學院統計與數學學院統計與數學學院統計與數學學院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信息與安全工程學院信息與安全工程學院信息與安全工程學院信息與安全工程學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知識產權學院知識產權學院知識產權學院知識產權學院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BA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School of MBA

繼續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國際教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武漢學院武漢學院武漢學院武漢學院

Wuhan School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級級級級級級級級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Tables of FacultiesTables of Faculties



师资队伍学位结构图师资队伍学位结构图师资队伍学位结构图师资队伍学位结构图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othersothersothersothers

0.13%0.13%0.13%0.13%

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博士学位

doctor'sdoctor'sdoctor'sdoctor's

degreedegreedegreedegree

30.61%30.61%30.61%30.61%

硕士学位硕士学位硕士学位硕士学位

master'smaster'smaster'smaster's

degreedegreedegreedegree

47.70%47.70%47.70%47.70%

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学士学位

bachelor'bachelor'bachelor'bachelor'

s degrees degrees degrees degree

21.56%21.56%21.56%21.56%

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学士学位

bachelor's degreebachelor's degreebachelor's degreebachelor's degree

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mastermastermastermaster''''ssss

degreedegreedegreedegree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doctordoctordoctordoctor''''ssss

degreedegreedegreedegree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othersothersothersothers



师资队伍职称结构图师资队伍职称结构图师资队伍职称结构图师资队伍职称结构图

其他 Others

1.06%

教授 Professors

14.30%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35.20%

讲师 Instructor

37.52%

助教 Assitant Tutor

11.91%

助教 assitant tutor

讲师 instruct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教授 professors

其他 others



學校擁有學士-碩士-博士和博士後流動站

完整的人才培養系列

Bachelor---Master---Doctor and Post doctoral program   
on talents cultivating



2007年11月

校辯論隊獲得“國際大學群英辯論賽”總冠軍

The Varsity from our university won the title of 2007   

INTERNATIONAL VARSITY DEBATE



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4
應用經濟學
Applied Economics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研究中心
Hubei Financial research Center of ZUEL

省級
Provincial Level 

2003

經濟學、管理學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財政與
發展研究中心
Hubei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ZUEL

省級
Provincial Level 

2003

公共管理、
應用經濟學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pplied Economics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就業與
再就業研究中心
Hubei Employment and Re-employment Research 
Center of ZUEL

省級
Provincial Level 

2002
經濟學
Economics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WTO與湖北
發展研究中心
WTO and Hubei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ZUEL

省級
Provincial Level 

2004
法學
Jurisprudence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search Center of ZUEL

國家級
National Level

批准時間
Approval 
Time

學科門類
Subject

基地名稱
Name of the Base

基地級別
Level



2009年4月 國務委員劉延東為孔子學院揭牌

In April 2009, State Councilor Liu Yandong

unveile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ZEUL



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2008年年年年 諾貝爾經諾貝爾經諾貝爾經諾貝爾經

濟學獎獲得者克萊濟學獎獲得者克萊濟學獎獲得者克萊濟學獎獲得者克萊

夫夫夫夫·格蘭傑受聘我校格蘭傑受聘我校格蘭傑受聘我校格蘭傑受聘我校

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名譽教授

Clive Granger, the 

winner of Nobel 

Economic Prize was 

employed as the 

honorary professor of 

our university in 2008

2009年年年年 李昌鈺博士受聘我校李昌鈺博士受聘我校李昌鈺博士受聘我校李昌鈺博士受聘我校“李昌鈺法庭科學國際交流中心李昌鈺法庭科學國際交流中心李昌鈺法庭科學國際交流中心李昌鈺法庭科學國際交流中心”名譽主任名譽主任名譽主任名譽主任

Doctor LiChangyu was employed as the honorary director Li Changyu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in 2009

2006年年年年 諾貝爾經濟諾貝爾經濟諾貝爾經濟諾貝爾經濟

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蒙蒙蒙

代爾受聘我校名譽教代爾受聘我校名譽教代爾受聘我校名譽教代爾受聘我校名譽教

授授授授

Robert A. Mundell, the 

winner of Nobel 

Economic Prize was 

employed as the 

honorary professor of 

our university in 2006



中原樓外景

（南湖校區辦公樓）

Zhongyuan Building, the 

office building of Nanhu

Campus

中南樓外景

（首義校區辦公樓）

Zhongnan Building, th
e 

offic
e building of S

houyi

Campus



文波樓外景

（教學樓）
Wenbo building

體育中心

Sports center



文瀾樓外景

（教學樓)  

Wenlan Building

文匯樓外景

（國際學術中心）

Wenhui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enter 



逸夫圖書館

Yifu Library

學生食堂

Students Canteen



數字化

校園查詢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Query  

system



((((三三三三))))辦學優勢和特色辦學優勢和特色辦學優勢和特色辦學優勢和特色
Educational Educational Educational Educational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三通三通三通三通”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Three Popular” Courses 



“國家知識產權培訓國家知識產權培訓國家知識產權培訓國家知識產權培訓（（（（湖北湖北湖北湖北））））基地和基地和基地和基地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實施研究基地實施研究基地實施研究基地實施研究基地”在我校揭牌在我校揭牌在我校揭牌在我校揭牌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ining Base (Hubei) and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and Research 

Base were unveiled in our university



“融通性”知識競賽

Knowledge competition of “SCALABILITY”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平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平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平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平臺

ZUEL offer platform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ve undertaking  



招聘会图\反映就业情况图表

我校召開財經法律管理類畢業生校園供需見面會我校召開財經法律管理類畢業生校園供需見面會我校召開財經法律管理類畢業生校園供需見面會我校召開財經法律管理類畢業生校園供需見面會

Job Fair for Finance, Law and Administration graduates hold by ZUEL



我校獲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稱號我校獲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稱號我校獲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稱號我校獲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稱號

ZUEL are rewarded National Title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ment



吳漢東校長和佛山中院院長朱

和慶為佛山實習基地揭牌

Head Wu Handong of ZUEL and 

the Chief Justice of Foshan

People's Court were unveiling 

for the practice base

外國語學院及新聞學院與澳亞

衛視簽訂實習基地協議

The signing ceremony on practice 

base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School of Journalism 

of ZUEL with Australia Star-TV



招生計劃與錄取規則招生計劃與錄取規則招生計劃與錄取規則招生計劃與錄取規則

學校按照教育部核准的學校按照教育部核准的學校按照教育部核准的學校按照教育部核准的2012年在港免試招生計劃數為年在港免試招生計劃數為年在港免試招生計劃數為年在港免試招生計劃數為50人人人人，，，，若香港學生若香港學生若香港學生若香港學生
報考踴躍報考踴躍報考踴躍報考踴躍、、、、生源質量高生源質量高生源質量高生源質量高，，，，經教育部批准後可適當增加招生計劃經教育部批准後可適當增加招生計劃經教育部批准後可適當增加招生計劃經教育部批准後可適當增加招生計劃

學校根據考生復試情況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學校根據考生復試情況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學校根據考生復試情況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學校根據考生復試情況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擇優錄取且儘量滿足其專業志願擇優錄取且儘量滿足其專業志願擇優錄取且儘量滿足其專業志願擇優錄取且儘量滿足其專業志願，，，，額滿為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

對於第一志願報考的考生對於第一志願報考的考生對於第一志願報考的考生對於第一志願報考的考生，，，，學校優先錄取學校優先錄取學校優先錄取學校優先錄取。。。。

學校將於學校將於學校將於學校將於2012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3日前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日前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日前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日前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公佈錄取名單公佈錄取名單公佈錄取名單公佈錄取名單，，，，

考生登錄網站進行錄取確認考生登錄網站進行錄取確認考生登錄網站進行錄取確認考生登錄網站進行錄取確認；；；；經聯招辦審批同意後經聯招辦審批同意後經聯招辦審批同意後經聯招辦審批同意後，，，，

8月月月月20日前通過錄取網址日前通過錄取網址日前通過錄取網址日前通過錄取網址（（（（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公佈最終錄取名單公佈最終錄取名單公佈最終錄取名單公佈最終錄取名單，，，，由學校發放錄取通知書由學校發放錄取通知書由學校發放錄取通知書由學校發放錄取通知書。。。。

學校對考生身體健康狀況的要求執行教育部學校對考生身體健康狀況的要求執行教育部學校對考生身體健康狀況的要求執行教育部學校對考生身體健康狀況的要求執行教育部、、、、衛生部衛生部衛生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

定的定的定的定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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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2年對港免試招生年對港免試招生年對港免試招生年對港免試招生
分專業招生計劃人數及說明分專業招生計劃人數及說明分專業招生計劃人數及說明分專業招生計劃人數及說明

50人合計

4年文理兼類020102國際經濟與貿易10

4年文理兼類110201工商管理9

4年文理兼類110204財務管理8

4年文理兼類110203會計學7

4年文理兼類030101法學6

4年文理兼類020114W投資學5

4年文理兼類020104金融學4

4年文理兼類020110W稅務3

4年文理兼類020103財政學2

⑴錄取成績要求：“3、3、2
、2”，即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
要求為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
科原則上應達到第3級，數學科
、通識教育科應達到第2級。此
外，學校不對選修科目進行指
定，原則上要求學生自行選擇
報考的選修科目成績應達到第2
級或相當水平的等級。

⑵除核心科目、選修科目的
要求外，學校將參考學生其他
學習經歷，即由香港教育局和
學校認可、學生本人提供的“學
生學習概覽”，進行擇優錄取。

4年文理兼類020101經濟學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要求
及學習經歷參考說明

學制專業所屬的科類專業代碼專業名稱序號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方式及時間報名方式及時間報名方式及時間報名方式及時間

★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港澳臺居民來港澳臺居民來港澳臺居民來港澳臺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往內地通行證往內地通行證往內地通行證》》》》，，，，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可報名可報名可報名可報名：：：：⑴⑴⑴⑴2012年香年香年香年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⑵⑵⑵⑵2012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
，，，，且願意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且願意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且願意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且願意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考生所持證件需考生所持證件需考生所持證件需考生所持證件需
在有效期之內在有效期之內在有效期之內在有效期之內。。。。

★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201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20日日日日—3月月月月5日期間登錄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日期間登錄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日期間登錄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日期間登錄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
平臺報名網址平臺報名網址平臺報名網址平臺報名網址(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進行網進行網進行網進行網
絡預報名絡預報名絡預報名絡預報名，，，，選擇學校志願和專業志願選擇學校志願和專業志願選擇學校志願和專業志願選擇學校志願和專業志願。。。。此後此後此後此後，，，，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3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
15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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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若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前往報名點進行確認考生若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前往報名點進行確認考生若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前往報名點進行確認考生若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前往報名點進行確認，，，，可委託他人憑可委託他人憑可委託他人憑可委託他人憑
考生身份證考生身份證考生身份證考生身份證、、、、本人身份證本人身份證本人身份證本人身份證、、、、考生親筆簽署的委託書代為提交相關考生親筆簽署的委託書代為提交相關考生親筆簽署的委託書代為提交相關考生親筆簽署的委託書代為提交相關
證明材料並進行確認證明材料並進行確認證明材料並進行確認證明材料並進行確認。。。。



入學考核方式及工作時間入學考核方式及工作時間入學考核方式及工作時間入學考核方式及工作時間

◎ 學校根據考生提交的報考材料學校根據考生提交的報考材料學校根據考生提交的報考材料學校根據考生提交的報考材料，，，，組織面試形式的復試組織面試形式的復試組織面試形式的復試組織面試形式的復試

，，，，不再進行其他筆試不再進行其他筆試不再進行其他筆試不再進行其他筆試;

◎學校將於學校將於學校將於學校將於2012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6日日日日—31日在網上公佈免試招收香日在網上公佈免試招收香日在網上公佈免試招收香日在網上公佈免試招收香

港學生面試名單港學生面試名單港學生面試名單港學生面試名單，，，，面試相關安排屆時詳見學校網絡公面試相關安排屆時詳見學校網絡公面試相關安排屆時詳見學校網絡公面試相關安排屆時詳見學校網絡公
告告告告 (http:/www.znufe.edu.cn)；；；；

4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30日組織復試並進行預錄取日組織復試並進行預錄取日組織復試並進行預錄取日組織復試並進行預錄取；；；；5月月月月15日前學校日前學校日前學校日前學校
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通過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服務平臺錄取網址
(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公佈公佈公佈公佈2012年年年年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預錄取名單免試招收香港學生預錄取名單免試招收香港學生預錄取名單免試招收香港學生預錄取名單。。。。



与我们联系与我们联系与我们联系与我们联系

• 校校校校 址址址址：：：：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

南湖大道南湖大道南湖大道南湖大道182號號號號

• 聯繫單位聯繫單位聯繫單位聯繫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港澳臺教育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港澳臺教育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港澳臺教育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港澳臺教育中心

• 郵政編碼郵政編碼郵政編碼郵政編碼：：：：430073

• 咨詢電話咨詢電話咨詢電話咨詢電話：：：：+86-27-88386557、、、、88387058

• 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86-27-88386557

• 網網網網 址址址址：：：：http://ies.znufe.edu.cn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

Thank you 

Thanks for lookingThanks for loo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