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大学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属综合性大学，是教育部、广东
省、李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大学

◆李嘉诚基金会至2026年支持汕大发展款项将逾100亿港元

◆校园：占地面积1,990.20亩，建筑面积60.62万平方米

◆开办时间：1981年批准成立，1983年正式招生

概况1

◆学院12个：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长江艺术与设计学
院、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

◆住宿学院（书院）9个：至诚书院、弘毅书院、思源书院、知行书院、淑德
书院、修远书院、敬一书院、明德书院、德馨书院

◆学系23个

◆本科专业59个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21个（含一级学科点覆盖数）

◆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17个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2个（含一级学科点覆盖数）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基础医学、药学、临床医学、数学、生物学

◆国家重点学科1个：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8+12个

国家级：法学、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生物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临床医学、视觉传达设计、土木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应用化学、海
洋科学、会计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护
理学、新闻学

省级：产品设计、行政管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通信工程、环境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统计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金融学、市
场营销、公共艺术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个：临床医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教育部“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设项目7个：艺术设计、工商管理、法
学、临床医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广播电视新闻学

◆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4门：临床基本技能、病理学（双语）、医学微
生物与免疫学、医学影像学

◆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病理学（双语）、医学微生物与免
疫学

◆教育部（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病理学（CPC案例式双语教学）教学团队

◆教育部2007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EIP-CDIO工程教育模式创
新实验区、汕头大学医学院临床技能中心

3.运动设施

◆ 室 内 设 施 ：

◆ 室 外 设 施 ：

健身房3个、体操房1个、羽毛球场11个、乒乓球台20台和

篮球场2个，共计6,200平方米

小足球场1个、排球场3个、篮球场12.5个、网球场4个、辅

助网球场2个、羽毛球场6个、溜冰场1个、游泳池2个、标

准塑胶田径场1个，乒乓球台8台，共计约30,000平方米

4.多功能综合性场馆 —— 汕头大学体育园

◆总建筑面积：

◆ 体 育 馆 ：

◆ 游 泳 馆 ：

◆ 接 待 中 心 ：

◆ 停 车 楼 ：

53,643平方米

最大容纳约6,000人，可接待体育、校园集会、演艺活动、

及大型学术会议等类型的活动

包含一个50米x25米标准泳池，以及更衣、淋浴等配套设施

170间客房，以及餐厅、商务中心、康体中心等配套设施

容纳约340辆小型汽车

2.图书馆藏书量

图书
(万册)

数字资源量

电子图书（册） 电子期刊（册） 学位论文（册） 音视频（小时）

校本部 148.6206 3,250,755 1,200,000 5,011,489 160,000

医学院 28.1792 87,091 54,652 686,716 35,254

合计 176.7998 3,337,846 1,254,652 5,698,205 195,254

5.附属医院

*李嘉诚基金会于2019年设立一个专项奖助学金-本科生学费全额奖励计划。奖
励计划的对象为2019级至2022级本科生，包括四年制专业和临床医学、口腔
医学、高水平运动员等五年制专业，支持这四个年级的汕大本科生在校修读完
成所有本科课程。至今，基金会已根据2019至2021年学校的实际收生及学生
注册情况合计拨款约人民币1.17亿元，奖励超过9,000名合资格本科生。

基金会对汕大支持款逾100亿港币（1980-2026）7

科研学术及
教学发展
◆本科生学费全额
奖励计划*
◆人才引进
◆医学院发展
◆生物医学
◆创新科技项目
◆其他教育改革

总体基建及
设施提升
◆新体育馆
◆新医学院教学大楼
◆新住宿学院
◆高层教师公寓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
肿瘤医院易地重建项目
（实验楼）“科研中心”
◆汕头大学·香港大学
联合病毒学研究所
◆新肿瘤医院

2021年收入与支出6

教职工职别/职级分布图5

*系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托管医院 
项目来源 项数 经费（万元）

2020年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 9 4,07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7 3,038

单位 院领导 病床 门急诊人次 出院人次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谭
学
瑞
总
院
长

陈永松院长 1,616 1,133,690 75,049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潮南民生医院 *

马树华
执行院长

1,326 626,586 44,553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龙湖医院*

杨玉华院长 419 242,163 9,264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濠江医院*

郑少瑜院长 239 217,674 4,614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王长智院长 1,585 1,013,288 56,540

汕头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 王新家院长 704 188,123 30,508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黄庆军主任 350 116,582 1,859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
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彭智培院长 107 335,698 12,832

汕头大学医学院口腔门诊部 辛蔚妮主任 0 28,221 0

合计 6,346 3,902,025 235,219

专任教师教职工 博士后
124人，6%

行政
363人，19%

教辅
378人，19%

工勤
88人，5%

教学
988人，51%

讲师
264人，30%教授

245人，27%

副教授
314人，35%

助教
70人，8%

总收入：人民币1,594,064千元 总费用：人民币1,351,247千元

教育及科研事业支出
79.06%

运营及
其他支出
13.63% 离退休支出

7.32%

财政拨款收入
45.20%

其他收入
11.66%李嘉诚基金会

捐款收入
22.92%

教育及
科研事业收入
20.22%



学生情况2

1.在校生与累计毕业生情况

学院 本科生 国际生 硕士生 博士生 成人本科生 成人专科生 专科生

文学院 834 2 202 0 - - -

法学院 967 1 705 0 - - -

工学院 3,022 7 731 40 - - -

理学院 1,724 13 655 114 - - -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806 5 124 0 - - -

商学院 1,367 7 428 0 - - -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762 4 130 0 - - -

公共卫生学院 77 -

医学院 2,604 36 1,750 158 3,876 705 491

继续教育学院 0 0 0 0 6,322 4,750 -

马克思主义学院 - 0 38 - - - -

国际学院 - 15 - - - - -

其他单位 - 0 - 0 - - -

合计 12,163 90 4763 312 10,198 5,455 491

2.各学院在校生情况

3.新生录取情况

项目 录取数
本科境内生源 本科境

外生源

研究生境内生源 研究生境外生源

广东 外省 小计 硕士 博士 小计 硕士 博士

校本部 2,923 2,259 649 2,908 37 1,094 37 1,131 1 3

医学院 687 630 54 684 22 616 40 659 0 0

合计 3,610 2,889 703 3,592 59 1,710 77 1,787 1 3

4.交流/交换生

合作院校数目 108

分布国家/地区数目 27

5.捐赠芳名录

我校自2003年开始设立由知名企业或个人捐助的奖学金，2021年共有16

家知名企业或个人捐款在我校设立奖学金16项。捐赠芳名如下，谨致谢意：

捐款500,000元以上

◆严震铭先生-严庆森先生、夫人奖学金

◆梁肇汉先生-梁肇汉博士大学生奖学金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加拿大
帝国商业银行海外学习奖学金

捐款200,000 至499,999元

◆Dr. Hui Waimo- Hui Wai Mo Scholarship

◆Dr. Mary Hawn- Mary Hawn Scholarship

◆Ms. Yang Mun Tak Marjorie
- Esquel Group- 溢达集团奖学金

捐款40,000 至199,999元

◆龙永图校董-龙永图校董新生奖学金

◆霍泰辉校董-霍泰辉校董新生奖学金

◆梁卓伟先生-港大-汕大友谊奖学金

◆杨绍信顾问-杨绍信顾问新生奖学金

◆Mr. Frank Sixt- Frank Sixt Scholarship

◆Mr. George Magnus- George Magnus Scholarship

◆李王佩玲顾问-李王佩玲顾问新生奖学金

◆巴德年顾问-巴德年顾问新生奖学金

◆韦钰顾问-韦钰顾问新生奖学金

◆陈佳洱顾问-陈佳洱顾问新生奖学金

2021年，校友向母校共捐款244,619.56元, 用于设立奖助学金和支持校友

活动，现列出捐赠芳名如下，谨致谢意：

捐款100,000元以上

◆汕头大学商界校友联合会

捐款10,000至99,999元

◆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

◆汕头大学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校友会

◆九州售电有限公司

◆校友奖助学金

◆校友龙卡

研究3

1.2021年重要科研项目列表

2.科研成果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捐款10,000元以下

◆汕头市琪之华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汕大未来，你我共建”基金（其他）

◆商学院校友基金

◆校友应急捐助金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国际生 成人本科生 成人专科生 专科生 合计

在校生 12,163 4,763 312 90 10,198 5,455 491 33,472

累计毕业生 42,325 11,277 471 36 23,616 49,181 9,087 135,993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9个：教育部智能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病
毒学与新发传染病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广东省数字信号与图像处理技术重点
实验室、广东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感染病与分子免疫病理重点
实验室、广东省乳腺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有序结构材料的制备与应
用重点实验室、省市共建海洋灾害预警与防护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粤港新发传
染病联合实验室

◆教育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门：病理学、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

◆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教育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个：基于虚拟病例的临床思维与
临床技能一体化训练系统

◆教育部（国家级）实践教学基地2个：汕头大学-广东航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基地

◆教育部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个：伟易达（东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4个

◆广东高校国际科技合作创新平台6个

◆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4个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个

◆广东省卫生厅重点实验室3个

◆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个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1个

◆广东省粤港澳高校联合实验室1个

◆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5个：临床医学、化学、海洋科学、数学、
滨海智慧城市交叉学科

◆广东省名牌专业4个

◆广东省重点专业7个

◆广东省重点学科8个

◆广东省精品视频公开课2门

◆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16门

◆广东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8个

◆广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0个

◆广东省实践教学基地26个

0

项目来源 项数 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3 2,35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6 125

国家部委其它科技项目 6 434

国家部委其它科技项目 3 24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7 5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6 4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0 10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4 42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项目 18 349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8 610

2021年广东省科技专项资金（“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 129 1,44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7 77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8 76

 2021年度新获批科研项目共  756 项，

立项经费总额 1.20亿 元

（不含自筹科研经费）。

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

汕头大学位列全球 801-1000 名，

在中国大陆地区高校中

并列第50位。

管轶教授获2021年度约翰·狄克斯加拿

大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沈水龙、邹安

民、马文辉教授入选斯坦福大学2020全

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影响力"榜单。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植物学与动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学

科首次进入ESI全球前1%行列。

截至目前，汕头大学共有临床医学、工程

学、化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生物学与

生物化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
1%。

学校获2021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2021年粤

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

优秀奖 1 项。

设施4

1.校园网数据

项目 主要情况

出口带宽 校本部四大运营商线路出口共6.3G，医学院校区400M

校内主干
校园网核心节点20G互联，核心与各片区汇聚节点2G/20G光纤连接，

与医学院、附属医院校区100M/1000M城域网连接

用户接入带宽 校内网100M/1,000M独享,校外网30M-100M网速

网络信息点

信息点端口29,574个（覆盖所有的办公室、教室、实验室、
体育馆、住宿学院、教工宿舍、学生宿舍等）；

无线AP点2,472个（覆盖教学楼、行政楼、办公楼、实验楼、
图书馆、报告厅、食堂等室内区域以及校道等室外公共区域）

校园网注册用户 注册用户28,276个，联网计算机和移动终端72,281台

主要网络设备 核心设备56台套，二三层设备1,374台

数据中心机房
机房面积360m²，机柜83个，机位550个；在运行的服务器
283台套， 虚拟机1,323个，存储SAN容量250TB；在运行的

应用系统92个，学校和各部门网站44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