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单
位代码

招生单位名称 联系部门 联系人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email地址(电子信箱)

100 岭南学院
研究生项
目

符老师 020-84112710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行政中心103办公室

510275 lnyjs@mail.sysu.edu.cn

111 中国语言文学系
研究生办
公室

黄老师 020-84113323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文堂406室)

510275 huangby35@mail.sysu.edu.cn

112 历史学系 办公室 黄老师
020-84110302；
020-84038991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永芳堂历
史学系331办公室

510275 huangx93@mail.sysu.edu.cn

113 哲学系 办公室 徐老师 020-84115673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锡昌堂哲
学系办公室

510275 xurong3@mail.sysu.edu.cn

120 法学院 办公室 姚老师 020-84115890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法
学院

510275 yaojinf@mail.sysu.edu.cn

123
法学院（法律硕
士）

办公室 佘老师 020-84115891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法
学院

510275 shezm@mail.sysu.edu.cn

130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
理学院

研究生办
公室

龙老师 020-39332347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103室

510006 longmw@mail.sysu.edu.cn

133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
理学院（MPA）

MPA中心

李老师
、林老
师、王
老师

020-39332632、
020-39337060、
020-39336431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101室

510006 mpa@mail.sysu.edu.cn

140 管理学院
科硏与研
究生教育
办公室

陈老师 020-39332748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管理学院科研与研究生教育办公室

510006 2719747078@qq.com

143 管理学院（MBA）

MBA教育中
心（含
MPAcc、
MAud）

张老师 020-84113622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善衡堂S135（EMBA办公室S138）

510275 sysumba@mail.sysu.edu.cn

150 外国语学院 办公室 符老师 020-84112183 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510275 fuwsh3@mail.sysu.edu.cn

163 体育部 办公室 王老师 020-84110451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体育部 510275 wangcl@mail.sysu.edu.cn

170 传播与设计学院 办公室 蔡老师 020-39332651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学传
播与设计学院党政办公室（204）

510006 cshansh@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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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信息管理学院 办公室 李老师 020-39332129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

510006 zxyanzhao@mail.sysu.edu.cn

210 国际翻译学院 办公室 张老师 0756-3668757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中山大学珠海校
区海琴6号2楼A224国际翻译学院党政办
公室

519082 zhshuh5@mail.sysu.edu.cn

230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
院

研究生办
公室

彭老师
、陈老
师

020-84113115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
人类学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510275 pengchy@mail.sysu.edu.cn

242 博雅学院 办公室 周老师 020-84110564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办公室

510275 zhouyuh@mail.sysu.edu.cn

2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办公室 温老师 020-84113783
广州市海珠区中山大学南校区文科楼301
室

510275 wenxy@mail.sysu.edu.cn

260 心理学系 办公室 李老师 020-39335843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
山大学南学院楼C座心理学系

510006 psyyjs@mail.sysu.edu.cn

29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办公室 董老师 020-31127648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化学材料综合楼C236

510006 dqiup@mail.sysu.edu.cn

310 化学学院 办公室 陈老师 020-39339789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学化学材料
综合楼A222

510006 chenyb2@mail.sysu.edu.cn

321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
院

办公室 王老师 0756-3668086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4号楼C座C304

519082 wangyk57@mail.sysu.edu.cn

330 生命科学学院 研究生部 陈老师 020-84110668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生物楼东
梯219办公室

510275 chenxl45@mail.sysu.edu.cn

340 数学学院
研究生办
公室

李老师 020-84115534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数学学院新
数学楼208办公室

510275 lijing9@mail.sysu.edu.cn

360 药学院 办公室 邓老师 020-39943009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中山
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510006 dengh5@mail.sysu.edu.cn

370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
院

教学科研
部

官老师 020-39339923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中山大学工学院楼
B202

510006 guanshy3@mail.sysu.edu.cn

38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办公室 杨老师 020-39332741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A101

510006 yangfengk@mail.sysu.edu.cn

400 旅游学院 办公室
沙老师
、张老
师

020-84114584
0756-3668277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6号A568

519082 sham@mail.sysu.edu.cn



410 国际金融学院 办公室 王老师 0756-3668662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6号楼4层国际金融学院A435教务办
公室

519082 wangf66@mail.sysu.edu.cn

420 海洋科学学院 办公室 孙老师 0756-3668257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3号A206

519082 sunyx57@mail.sysu.edu.cn

450
中法核工程与技术
学院

办公室 朱老师 0756-3668587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教学楼F区三楼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办
公室

519082 ifcenyjs@mail.sysu.edu.cn

500 中山医学院
研究生教
育工作室

冯老师 020-87331459
广州市中山二路74号中山大学中山医学
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室

510080 fengzhg@mail.sysu.edu.cn

510 公共卫生学院
学术与教
务工作办

代老师 020-87330519
中山二路74号，中山大学北校区，公共
卫生学院，办公楼后座307室

510080 daiwh@mail.sysu.edu.cn

520 光华口腔医学院
研究生教
育科

黄老师 020-83869640
广州市陵园西路17号广联礼堂南侧中山
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办公楼305研究生教育
科

510055 zdkqyjs@mail.sysu.edu.cn

530 护理学院
科研与研
究生科

黎老师 020-87334851
广州市中山二路74号中山大学护理学院
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408房）

510089 liq@mail.sysu.edu.cn

580
公共卫生学院（深
圳）

办公室 胡老师 020-83226383
广州市番禺区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学格
致园3号1单元1109室

510006 huhx@mail.sysu.edu.cn

590 医学院 办公室 冯老师 020-83271560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格致园三号
一单元1105室

510006 yxyky@mail.sysu.edu.cn

650 国际关系学院 办公室 陈老师 0756-3668353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6号B502室

519000 cheny55@mail.sysu.edu.cn

670 计算机学院 办公室 李老师 020-39943150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学计
算机学院A107研究生办公室

510006 limei22@mail.sysu.edu.cn

710 物理与天文学院 办公室 董老师 0756-3668892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天琴大楼2301室

519082 dongyh26@mail.sysu.edu.cn

711 艺术学院 办公室 夏老师 020-89999803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
104栋610室

510275 xiaxiaox@mail.sysu.edu.cn

721 哲学系（珠海） 办公室 黄老师 0756-3668290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中山大学珠
海校区海琴6号哲学系（珠海）A472室

519082 huangdp3@mail.sysu.edu.cn

722 历史学系（珠海） 办公室 张老师 0756-3668336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6号3楼A380

519082 zhangping@mail.sysu.edu.cn



723
中国语言文学系
（珠海）

办公室 冯老师 0756-3668180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办公室

519082 fengqj3@mail.sysu.edu.cn

724 人工智能学院 办公室 蒋老师 0756-3661034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滨红楼10号102室

519000 jiangt69@mail.sysu.edu.cn

725 软件工程学院 办公室 李老师 0756-3661005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滨红楼13号103室

519000 litong73@mail.sysu.edu.cn

741 大气科学学院 办公室 刘老师 15180736519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大学海琴2号
A220

510275 liuying28@mail.sysu.edu.cn

742 数学学院（珠海） 办公室 侯老师 0756-3668232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大学海琴2号
A462

519082 houbw3@mail.sysu.edu.cn

743 物理学院 办公室 任老师 020-84113393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物理学院办公室

（十友堂109室）
510275 renwenw3@mail.sysu.edu.cn

751 药学院（深圳） 办公室 李老师 020-84787413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中山大学格致园3号
1单元1107室

510006 liyan2@mail.sysu.edu.cn

752 商学院 办公室 贾老师 15913167600
深圳市光明区公常路66号中山大学深圳
校区西区公共教学楼1栋717房

510006 jiaxd3@mail.sysu.edu.cn

753 理学院 办公室 程老师 0755-23260090
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西区教学楼1栋
716室

510006 chengzsh@mail.sysu.edu.cn

757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办公室 徐老师 020-84509752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行政楼A204室510006 xujing2@mail.sysu.edu.cn

760 航空航天学院 办公室 黄老师 0755-23260025 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理学园西437室 518107 huanggy3@sysu.edu.cn

761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
院

办公室 郭老师 0756-3668318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红楼5栋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办公室

519082 guocb@mail.sysu.edu.cn

76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
院

办公室 龚老师 020-39943320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学电
子与信息工程学院111室

510006 gongjie2@mail.sysu.edu.cn

764 土木工程学院 办公室 邬老师 0756-3668105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中山大学珠海校
区行政楼三楼土木工程学院302室

519000 civilyjs@mail.sysu.edu.cn

765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
院

办公室 余老师
0755-23260175
、020-84727750

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理学园西605办公
室

518107 yulili5@mail.sysu.edu.cn

766 智能工程学院 办公室 杨老师 020-39332151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工学院楼C206

510006 yjling@mail.sysu.edu.cn

767
海洋工程与技术学
院

办公室 赵老师 0756-3668136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大学路2号中山大学
珠海校区海琴3号三楼A306室

519000 zhaojn9@mail.sysu.edu.cn



768 材料学院 办公室 都老师 0755-23260137
深圳市光明区公常路66号中山大学深圳
校区公共教学楼西3-704材料学院办公室

518107 materialszs@mail.sysu.edu.cn

769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办公室 叶老师 0755-23260141
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西教学楼3-703办
公室

510006 yexj23@mail.sysu.edu.cn

770 农学院 办公室 刘老师 0755-23263372
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西教学楼3-702办
公室

518107 liuxj83@mail.sysu.edu.cn

771
系统科学与工程学
院

办公室 郭老师 020-84729659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东校园行政楼A210室

510006 guoh39@mail.sysu.edu.cn

772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院

办公室 方老师 0756-3668562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红楼12栋112室 519082 fangy86@mail.sysu.edu.cn

773
测绘科学与技术学
院

办公室 黎老师 0756-3668354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滨红楼1号102室

519082 sges@mail.sysu.edu.cn

774 生态学院 办公室 袁老师 020-39330265 广州大学城校园明德园6号325室 510006 yuanym@mail.sysu.edu.cn

780 附属第七医院 教育处 田老师 0755-23242106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圳园路628号中山大
学附属第七医院行政楼511房

518107 tianyt5@mail.sysu.edu.cn

790 附属第八医院 教学部 宁老师 0755-82575354
广东省深圳市福华路92号中山大学附属
第八医院研究生科

518033 ningli@mail.sysu.edu.cn

800 附属第一医院 研究生科 李老师 020-87332808
广州市中山二路58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11号楼教育处研究生科501室

510080 graduateok@163.com

810 孙逸仙纪念医院 研究生科 黄老师 020-81332468
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孙逸仙纪念医院研
究生科

510120 graduate2@163.com

820 附属第三医院 研究生科 吴老师 020-8525326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600号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9号楼研究生科508室

510630 zssyzs@163.com

830 中山眼科中心 教学科 曾老师 020-66618968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7号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眼科学与视光学系教学科

510060 zengli@gzzoc.com

840 肿瘤防治中心
教学与研
究生科

张老师/
郑老师

020-87343137
广州市先烈南路23号华泰宾馆翠园楼3层
教学与研究生科（315室）

510060 zhengly@sysucc.org.cn

880 附属第六医院
学历教育
科

姚老师
、吴老
师

020-38254159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26号 510655 zslyzs@163.com

890 附属第五医院 研究生科 周老师 0756-2528209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52号中山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科研研究生科305室

519000 496338998@qq.com



991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学生工作
办公室

周老师 020-84036956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粤
港澳发展研究院

510275 puhkmac@mail.sy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