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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达本科线可入读香港重点院校
■2018 年成功案例

刚结束的 2018 研究生考试可谓是
除高考外的又一大升学考试，今年报名
人 数 高 达 238 万 人 ，在 去 年 已 经 增 长
13%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18%的考生人
数，热门专业更出现 35:1 的情况。可见
现在内地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而回
想 2018 年高考，报名人数达 975 万人，
虽然大学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主要集
中 在 二 本 院 校 ，而 985、211 就 那 么 几
所。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在积极备战
国内高考时，可同步申请升读香港“副
学士”，为高考准备一份“保险”。也给
自己多一个升读名校的机会。

2018 年全通教育研究院联合越扬教育，为中
山地区学子成功提交副学士升学申请，并收到香
港副学士录取通知书达 50 余份之多，其中不乏
香港城大、香港理工和浸会大学等一流学府。由
于香港的招生模式也与西方相似，即自主报名、
先到先得。因此许多 2018 年 6 月份高考的同学
在年初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申请，并在 2018 年
3、4 月份就拿到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B 同学
中山市某普通高中（文科）
高考成绩高于本省本科线 56 分，英语 125 分
录取院校：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副
学士）

全新本科升学选择——香港“副学士”
目前，香港政府参照美国的教育
系统，推出“副学士”
项目(Associate Degree)。该项目与学士项目属于一个类
别，
学制为两年，
相当于本科大一大二，
副学士项目完成后，
学生可凭在校成绩
申请本校或其他高校的本科学位，
直读
大三大四，
并在毕业时被授予与统招生

一样的毕业证书。目前香港重点院校
均颁授副学士学位，
分别是：
香港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
香港岭南大学。而所开设的专
业与统招基本一致，
涵盖人文、
商业、
工
程、社科、传媒、教育、设计等各个方
面。该项目自 2005 年在香港实施以后

非常受香港本地学生的欢迎。近几年，
随着香港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该
项目也开始逐渐面向内地考生进行招
录，
在接受高考成绩申请的同时不占用
统招志愿的位置，
不用像去英国或是美
国读本科要完全放弃国内的课程，
可谓
是高考的最佳保险选择。

享受香港优质教育资源
香港作为亚洲最佳留学城市，实
行全英文教学，西方授课模式，学历全
球认可。而开展副学士的重点院校
中，香港大学在世界排名第 26 位、亚洲
第 5 位，其他四所也均位于世界前 300
位，因此副学士是实现高考学生港大
梦、名校梦的有效途径。
香港的大学面向大陆统招分数一
般要求高于一本线 90-100 分左右。而
副学士项目是香港政府为培养人才而

设立的非盈利项目，为了确保教学质
量及学生教育利益，相关院校针对副
学士招生放宽要求：只需高考总分达
当地本科线，英语不低于 90/150 分（艺
术类院校可放宽为 60/150 分），同时参
加学校的面试。提前报名并参加面
试，获取预录取资格，更可大大提高成
功率。
其次，在生活便利及安全方面，香
港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副学士

享有香港政府的资助，每年的生活费
加学费能控制在 15 万港币之内，是其
他出国项目的一半还少。同时，有许
多香港本地学生也会选择副学士项
目，可促进多元交流及快速熟悉香港
生活。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最安全的城
市排行榜上香港是中国城市中排名第
一的得主，而随着港珠澳大桥及广深
港高铁的开发，使学生及家长往返出
行更加便利。

J 同学
中山市某普通高中（理科）
高考成绩低于本省本科线 2 分
英语 86 分（由于提前报名）
录取院校：香港浸会大学——信息流动科技
（副学士）
W 同学
广东省某国际高中
SAT：
1300 托福：
88
录取院校：
香港浸会大学——心理学（副学士）
了解更多详情，请扫描
二维码，前 10 名用户将免
费获得价值 1288 元的剑桥
probe 生涯测评一次，发现
你最适合的专业。
咨询电话：
13824110326

前海凯恩斯旗下子公司实现单一股权
投资机构管理规模突破10亿元
2018 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宏观形
势萎靡、中美贸易战等考验中国经济，
金融去杠杆、资本市场下行，部分企业
募资难，A 股 IPO 审核趋严；却又涌现
诸多机构完成大资金的募集，新经济公
司赴港、赴美上市锣声不断。2018 年是
经济寒冬，也是众多上市公司经营产生
风险的一年，但同时证监会在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领域推出了多项新规，进一步
鼓励市场化并购，引起资本市场广泛关
注。前海凯恩斯坚持脚踏实地，昂首奋
进，旗下私募股权管理机构珠海财富嘉
实现股权投资管理规模突破 10 亿元。

投资逻辑 投资选龙头 稳健赢未来
前海凯恩斯重点关注互联网科技、独
角兽、AI 人工智能、大数据、医疗与教育、
新能源、高端制造、海外配置、特殊机会等
领域。目前已投项目包括恒源食品、创梦
天地、科比特航空、科尔沁牛业、泰盈科
技、金正环保、天地荟、瑞图控股、九次方
大数据、58 金融、58 到家、蔚来汽车、21 世
纪教育、网易云音乐、柔宇科技等，绝大部
分为各领域行业龙头企业。
凯恩斯的投资逻辑有四大原则：首先

是选行业，看这个行业是否受国家政策支
持；其次看市场空间，是否具备足够的规
模并且市场自身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第
三看商业模式，是否能落地到具体应用
场景；第四看行业是否有护城河，盈利模
式是否可持续。作为新兴的私募投资机
构，凯恩斯会继续根据自己的投资逻辑，
投资于新经济领域，同时，也会继续投资
于细分行业的头部企业，实现稳健的投
资风格。

珠海财富嘉 单一股权投资机构
横琴自贸片区自挂牌以来，私募基金
业蓬勃发展，成为全国私募基金集聚高
地。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在横琴注册的投
资及资产管理类企业 5588 家，其中在中
基协登记备案的私募机构达到 1573 家（其
中 ，私 募 股 权 和 创 投 基 金 管 理 人 逾 300
家），管理基金规模达 2173.5 亿元。根据
中基协公布数据，目前注册在横琴的私募

企业在广东（不含深圳）排名第 2，在全国
排名第 8。
凯恩斯旗下子公司——珠海财富嘉
作为横琴自贸片区 300 多家私募股权管
理人其中一员。成立仅三年就实现了单
一股权投资机构募集资金突破 10 亿元的
佳绩。成为横琴私募圈璀璨的股权投资
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