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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中医药大学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简章

天津中医药大学（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以“做精医学，做强药学，

做实健康相关专业，做大社会服务”为发展战略，以重点学科建设和中医药对外教育为特色，以科学

研究为优势，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医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高水平、外向型、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中医药大学。

显著的学科专业优势。学校现有针灸推拿学和中医内科学 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入选国家公布

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药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

学、医学人文素质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学校作为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世界中联“‘一带一路’中医药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天津）”，广泛

开展中医药对外教育培训工作，每年有来自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名国际学生及中国港澳台

地区学生到校长短期学习。与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余所大学、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

与交流关系。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办临床药学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日本千叶大学、大阪大学

等知名高校开展交换生项目，在海外建有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神户校，在日本、泰国建有

中医孔子课堂/学院，已成为天津市中医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完善的临床实习配套。学校现有 3所直属附属医院、4所非直属附属医院、30所教学医院。第

一附属医院为国家临床研究基地、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全国针灸临床基地和全国省级示范中医

医院，第二附属医院是中医疑难病诊疗中心，两所附属医院病床合计 3500张，日门诊量超过万人。

面向港澳台学生设有奖学金。学校设有各类奖学金，其中面向港澳台学生有台湾、港澳及华侨

学生奖学金及天津中医药大学奖学金。

一、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须为学历教育
注 1）的人员，可以申请报考：

（一）港澳地区考生，具有①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

澳居民居住证》）。

（二）台湾地区考生，具有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

《台湾居民居住证》）。

（三）华侨考生，考生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须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

连续居留 2 年，两年内
注 2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

注 3，其中考生本人须在报名前 2 年内（即 2018

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个月
注 3。

若考生本人或其父母一方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年以上（含

5 年）合法居留资格、5 年内
注 4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 30 个月

注 5，且考生本人在报名前 5 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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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15 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30个月
注 5的，也可参加

报名。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包

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

注释：

注 1：须在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级中等学校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非学历教育经历不符合报名条件。

注 2：指连续的两个自然年内。

注 3：1个月按 30天计算，不少于 18个月即不少于 540天。

注 4：指连续的五个自然年内。

注 5：1个月按 30天计算，不少于 30个月即不少于 900天。

二、招生专业

本科专业 学制 科类

中医学 5年 理工类

针灸推拿学 5年 理工类

中西医临床医学 5年 理工类

临床药学 5年 理工类

康复治疗学 4年 理工类

中药学 4年 理工类

药学 4年 理工类

药物制剂 4年 理工类

中药资源与开发 4年 理工类

中药制药 4年 理工类

制药工程 4年 理工类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4年 理工类

医学实验技术 4年 理工类

医学信息工程 4年 理工类

护理类 4年 理工类

汉语言 4年 文史类

汉语国际教育 4年 文史类

传播学 4年 文史类

市场营销 4年 文史类、理工类兼收

公共事业管理 4年 文史类、理工类兼收

劳动与社会保障 4年 文史类、理工类兼收

应用心理学 4年 文史类、理工类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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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上报名

（一）网上报名时间：2020年 3 月 1日至 3 月 15 日。所有参加全国联招的考生均应在规定报

名时间内登录全国联招管理系统（网址：http://www.eeagd.edu.cn/lzks/）进行网上报名。

（二）网上报名流程：考生应按系统要求进行注册，输入报考信息、上传本人照片、证件电子

照片及学历资料。本次网上报名暂不缴纳报考费和选择考试地点。网上报名流程详见附件 1。

（三）考生应认真了解报考条件，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务必使用本人

有效电子邮箱用于系统注册，联系方式应确保能联系上本人。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

网报信息填写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后续报名资格审核不通过，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

四、现场确认报名和资格审核

（一）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联招现场报名资格确认、缴纳报考费的时间及办法另行通知。

请随时关注内地（祖国大陆）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https://www.gatzs.com.cn/）查询相关信

息。考生可按教学〔2018〕4号文要求提前准备现场确认报名所需提交的报名资料（可参考见附件 2）。
华侨考生报名资格仍由广州报名点进行确认。

（二）报名结束后，联招办将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考生报名资格进行审核，包括身份审核、学

历审核及华侨考生的出入境记录审核。

（三）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后，联招办将在网站公示审核通过的考生名单，公示信息包括考生的

姓名、性别、资格类别等。通过报名资格审核并经公示的考生方可参加联招考试。公示后被举报查

实资格造假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和录取。

五、考试

（一）考试科目：理工类考试科目为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文史类考试科目为中文、

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每科满分为 150分，每个考试类别满分为 750分。

考试内容和要求参见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

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理科考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

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文科考试大纲》（第 2版）。

（二）考试时间和地点联招办将另行通知。

六、学费及生活费（人民币 RMB）

1. 医学类学费： 5800元／学年

2. 理工外语类学费：5400元／学年，（制药工程、应用心理学等专业）

3. 文科类学费：4400元／学年，（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等专业）

4. 医疗保险费：约 200元-600元／学年（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同样上医疗保险）

5. 住宿费：约 10950-18250元／年

6. 生活费（伙食及杂项）：约 1500元／月

http://www.eeagd.edu.cn/lz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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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园环境

新校区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湖畔，占地 2600余亩，建筑面积 60余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

的中药植物园、全国最先进的中医药科技园及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中心。

八、入学与体检

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后进行身体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入学资格。

九、联招办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69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电话：86-20-89338633转 7。

十、学校联系方式

天津中医药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对外联络科

学校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鄱阳湖路 10号 （邮编：301617）

联系电话：86-22-59596555 传真号码：86-22-59596132

电子邮箱：tutcm@hotmail.com

学校网址：www.tjutcm.edu.cn 对港澳台招生信息网站：iec.tjutcm.edu.cn

附件：1. 2020年全国联招网上报名操作流程

2. 现场确认时需要提交的报名材料（供参考）

3. 全国联招报名有关问题问答

http://www.tju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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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全国联招网上报名操作流程

考生阅读考生须知和报名流程

考生录入姓名、证件号码、电子邮件、登录密码

等信息进行注册

考生登录报名网站

考生填写个人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学习经历、

家庭关系并上传本人照片以及身份证件、成绩单

和毕业证书（学历证明）等学历材料的电子版

注册成功，系统显示考生的网上报名号和密码，

考生可凭网上报名号和密码登录报名系统

网上报名成功

网上报名开始

考生签订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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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场确认时需要提交的报名材料（供参考）

根据教学〔2018〕4号文要求，办理现场确认报名手续时，向报名点提交以下报名资料，所有

提交的资料需为正本且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限内，其中应届生毕业证明、成绩单、华侨居留权认证

书须留下备查。

1. 港澳地区考生须出具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 台湾地区考生须出具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3. 华侨考生须出具的材料：①与其具有华侨身份父母一方法律关系的证明文书（如考生父母均

已离世，需出具考生父母华侨身份证明、死亡证明等相关法律材料）；②由我国驻外使（领）馆开

具的本人及其父母一方获外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的认证书（中文版，须注明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时

间及两年内实际累计居留时间），或已取得住在国合法居留资格认证书（中文版，须注明本人及其

父母一方已取得住在国合法居留资格的连续时间及 5年以内实际累计居留时间）；③考生本人及其

具有华侨身份父母一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若定居在尚未与我国建交国家，须出示同我国和其

定居国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办理的居留权认证，和我国驻第三国的使（领）馆

开具的认证书（中文版，须注明取得居留权的时间）。

4. 所有考生应提供其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须为学历教育）的证明材料。应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

毕业中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及高一到高三上学期的成绩单正本，录取考生入学报到后在联招办报名网

站补上传高中毕业证书（证明）及高三下学期的成绩单。往届生须提供高中毕业证书（证明）及高

中三年成绩单正本。持国外学历的考生须出具我国驻外使（领）馆对其学历证明材料所做的认证书

（中文版，须注明是否学历教育）。

5. 考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到报名点现场确认报名的，须由本人提交书面申请，经报名点同意后方

可委托亲属代理确认，确认时应出示考生身份证件、代理人身份证件、考生亲笔签署的委托书及考

生电子相片、报名材料。每位代理人只能为一名考生办理确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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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联招报名有关问题问答

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考生个人证件到期后无法及时更换，能否报考全国联招？

答：考虑到目前情况，考生个人证件于 2019年 12月 31日至 2020年 3月 15日期间到期没有及

时更换的，仍可使用原证件进行网上报名。疫情得到控制后，考生应及时更换个人证件，报到入学

时由高校进行核查。

2.报考全国联招的考生须具备何种学历资格？

答：考生须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须为学历教育），即须在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级中等学

校（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中级技工学校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非学历教育经

历不符合报名条件。

3.只有考生本人具有香港、澳门或台湾居民身份，其父母双方均不是港澳台人士，能否报考全

国联招？

答：可以。

4.只有考生本人具有华侨身份，其父母双方均不具备华侨身份（包括父母是外籍或港澳台人士），

能否报考全国联招？

答：不可以。华侨考生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须具备华侨身份才可以报考全国联招。

5.华侨考生报名条件中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和“合法居留资格”如何界定？

答：一般情况下，具有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者，在遵守当地法律前提下，无须每年签证，可以

凭权证多次自由出入居住国，也没有时间限制，不用去移民局更新或者延长手续。而合法居留资格，

则是有有效期的，有效期满后必须到移民局办理延长手续才可以继续居留。居留期限是判断是否为

长期居留权或永久居留权的主要依据。如“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签证是 10年有效期签证，属于合

法居留资格；持瓦努阿图五年长期居留签证也属于取得合法居留资格，非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6.如果考生曾经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或连续 5年（含）以上的合法居留资格，居留

时间也符合报考要求，但在报名现场确认时，居留权或合法居留资格已经失效，能否认定为符合华

侨生报考资格？

答：不能。报名时考生应持有长期或永久居留权，或持有效期内的合法居留资格。

7.华侨考生“报名前 2年内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个月”，或“在报名前 5年内在住在

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30个月”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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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 2020年参加全国联招的华侨考生为例，报名前 2年和 5年分别指：2018年 4月 1日-2020
年 3月 31日和 2015年 4月 1日-2020年 3月 31日。1个月按 30天计算，18个月即 540天，30个
月即 900天。

8.考生网上报名时将“毕业中学”或“毕业中学所在地”填写错误，会对学历核查产生影响吗？

答：会。考生务必准确填写“毕业中学”和“毕业中学所在地”，并如实上传学历材料，如考生提

供的信息有误，有可能导致学历审核不通过。应届高中毕业生应上传毕业中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及高

一到高三上学期的成绩单正本电子照片，往届生上传高中毕业证书（证明）及高中三年成绩单正本

电子照片，持国外学历的考生还应上传我国驻外使（领）馆对其学历证明材料所做的认证书（中文

版，须注明是否学历教育）电子照片。

9.考生可以选择试卷字体吗？

答：可以。考生在网上报名时，根据本人情况选择考试时派发繁体字或简体字的试卷。

10.网上报名后，想查看或修改报名信息，应如何操作？

答：考生可登录系统查看本人报名信息。现场确认报名前，可修改个人信息。现场确认报名后，

考生只能浏览个人信息，不得再进行修改。

11.高中毕业于内地（祖国大陆）中学的考生学历资格如何核查？

答：现场确认报名结束后，由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招生办

公室”）汇集考生的内地学历信息后送学历中学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学历审核。

12.报考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如何进行术科考核？

答：全国联招不统一组织术科联考，考生须参加招生高校组织的术科考核。术科考核时间、地

点、形式及具体要求由高校自行确定，考生本人应及早联系要报考的高校并了解有关信息。术科考

核不合格或没有参加术科考核的考生，填报志愿时不得填报相应的体育类、艺术类专业。

13.什么时候现场确认报名和考试？

答：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现场确认报名时间及方式、考

试时间及地点等事项，将视疫情控制情况另行通知。请考生务必留意联合招生办公室通知。

14.考生持虚假材料报考等违规行为，如何处理？

答：在全国联招报名、考试等环节出现违规行为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处理。持虚假材料报考者一经核实，将

取消当年全国联招考试资格，已参加考试的，取消其所有科目考试成绩，已被录取的，取消其录取

资格。新生入学复查时发现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15.联合招生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是什么？

答：联合招生办公室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69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大楼；

联系电话：86-20-89338633转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