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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招生录取信息

������◆学校历史悠久 湖南中医药大学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 是湖南省重点建
设本科院校， 是全国首批设立国家级重点学科的高校， 也是首批招收博士研究生、 留
学生及港澳台学生的中医药院校。 学校创办于 1934 年， 时名湖南国医专科学校， 1960
年改办为普通高等本科院校———湖南中医学院， 2002 年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与湖南中
医学院合并， 2006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湖南中医药大学， 已有 80 余年的办学历史，
现有含浦新校区、 砂子塘老校区、 溁湾镇研究院南院、 桐子坡研究院北院四大区， 总
占地面积 1400 余亩。 目前,学校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实行校院合一的管理体制。

◆学科门类齐全 学校有 18 个学院， 开设 26 个本科专业： 中医学 (“5+3” 一体化，
本硕连读)、 中医学、 中医养生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针灸推拿学、 康复治疗学、 中医
康复学、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口腔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护理学、 药学、 药物制
剂、 中药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制药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 医学信息工
程、 运动康复、 英语、 应用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
营销、 公共事业管理， 涵盖医、 理、 工、 管、 文五大学科门类。 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 2 个；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5 个， 博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1 个；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9 个，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69 个， 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 7 个。 具有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

学校构建了国家、 部省、 校级三级重点学科体系， 建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 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23 个， 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2 个， 湖南省重点学科 8 个，
校级重点学科 20 个。 我校成功入选湖南省高等学校 “国内一流建设高校”， 中医学入
选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 中西医结合、 药学入选 “国内一流培育学科”。 建有国家级
及省级精品课程 10 门， 国家级及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38 门； 获批国家级及省级特色专
业 11 个， 国家级及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6 个， 国家级及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
个 (中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学资源雄厚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488 人， 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693 人，
有博士生导师 105 人、 硕士生导师 492 人。 享受省政府、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72
人， 国医大师 3 人、 国家级名中医 2 人，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 人、 “百千
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2 人， 有国家 “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 1 人、 国家级优秀教师 3
人、 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2 人、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 人； 有省 “百人计划”
专家 7 人、 “芙蓉学者” 5 人、 省 “121” 创新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7 人、 第二层次
人选 4 人， 有省学科带头人 17 人， 省高层次卫生人才 “225” 工程领军人才 7 人、 医
学学科带头人 32 人， 省级名医 69 人， 省级教学名师 3 人、 省级优秀教师 4 人。 认定
国家级及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 个，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 国家级、 省
级教学团队 5 个。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 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2
个， 省级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1 个； 省级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5 个。

◆科研成果丰硕 校 （院） 目前正式获批的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共有 56 个。 近年
来， 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项目 2318 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289 项， 省部级项目 771 项，
厅局级项目 1249 项， 其他项目 9 项， 立项科研经费 2.52 亿元。 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立
项取得新突破， 获批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等国家科技部项目 13 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 校 （院） 拥有 5 个校办合资企业， 牵头
成立了湖南中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先后与省内各地市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开发中药新药 72 个， 科技成果转让 61 项， 科技开发和新药转让费达 1.3 亿元， 三家直
属附属医院院内制剂 149 个， 近三年销售额达 2.6 亿余元。

◆附属医院发展迅速 学校现有直属附属医院 3 所， 非直属附属医院 15 所。 3 所
直属附属医院医疗设施先进， 临床科室设置齐全， 拥有刘祖贻、 熊继柏、 王行宽、 潘
敏求、 张涤等一批知名的中医临床专家， 建设有 2 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12 个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 25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14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

◆国际交流不断加深 现有境外留学生 581 人， 境外留学生学历教育在省属高校名
列前茅， 学生遍布世界 25 个国家和地区。 欧盟框架计划中国健康领域国内首个联络点
成功落户我校， 以此为依托建设了 “中-卢 （卢森堡） 中医药合作研究中心”； 与巴基
斯坦卡拉奇大学联合成立 “中-巴民族医药研究中心”； 与韩国圆光大学合办了全球首
家研究型 “孔子学院”； 与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开展了全省首个境外本科合作办学项目；
与美国、 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 20 余所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交流关系； 在卢森堡、 俄罗
斯、 阿联酋开设中医医疗中心。 荣获 “全国重点对港教育交流项目高校”、 “国家重点
对台交流项目高校” 称号。

●博士、 硕士、 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高校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 ●硕士研究生推优免试资格高校
●湖南省研究生培养质量过程评估优秀高校 ●湖南省“国内一流建设高校” ●湖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示范高校

我校填报志愿的院校代号为 10541。 2020 年详细分科类、
分专业招生计划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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