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师范大学 2019 年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1. 学校简介

云南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和云南

省人民政府“省部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百所高校之一。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下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1946 年组

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1950 年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 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历经 70 余载的更迭发展，

已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30 余万人，被誉为“红土高原上的教师摇篮”。

学校占地面积 3300 亩，下设 22 个学院，2个独立学院，27 所附属和合作办学的

中小学、幼儿园。学校有文、史、哲、法、教、管、理、工、经济、艺术、农学 11 大

学科门类，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与专业格局，在 2016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有 15 个学科排名全国高校前 70%，其中地理学进入前 20%，教育学进入前 40%。现有

93 个本科专业，拥有 17 个省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一流学科，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种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未获一级学科授权的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8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6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是全国首批招收和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24 所试点高校之一。

学校是一所开放的、有着国际化视野的现代大学，先后被教育部和国家汉办确定

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的 10 所重点大学之一、国务院台办“国立西南联大旧址”海

峡两岸交流基地、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师资培训基地、中国

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汉语师资培训的基地、国家首批赴海外承办孔子学院的大学、享受

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留学生接收院校、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教

育部出国留学培训与研究中心、国家 HSK 考试和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能力资格考点



和具有对港澳台招生权的高校。学校在国外建立了 1所孔子学院、3个孔子课堂、6个

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港澳台等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60 余所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交流，获得国务院侨办第一个省

部共建“云南华文学院”，累计招收 80 余个国家的留学生 16000 余人次，是云南省在

校留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2. 保送条件

有意愿到祖国内地高等学校学习，心理健康、思维开阔、具有良好主动学习能力

的学生。

3. 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原则,在招生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的招生政策,

德、智、体全面考核,“公平竞争、公正选才”和“择优录取”,具体考核方式及录取

规则是：

考核方式：

（1）考生向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递交入学申请材料，经汇总后交我校，由我

校在澳门组织保送生选拔面试。

（2）招生录取政策若遇到国家教育部调整，将以国家教育部当年最新公布招生录

取政策为准。

录取原则：

（1）学校根据考生报考志愿、面试表现及本校要求，择优录取。

（2）所有录取考生在我校可任选专业学习,专业安排充分注重考生志愿。

（3）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专业专长。

（4）所有招生专业外语语种不限,学生进校后公共外语教学主要语种为英语。同

时还开设泰语、缅甸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五种东南亚语种供学生选择。

各专业男女生比例不限。



4. 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学制(年)

1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文理兼收 4

2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4

3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教育学（师范） 文理兼收 4

4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特殊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4

5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 文理兼收 4

6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政学 文理兼收 4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4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 文理兼收 4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文理兼收 4

10

信息学院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

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空间信息与数字技

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科 4

11

能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能源动力类（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

理科 4

12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文科 4

13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泰语 文理兼收 4

14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越南语 文理兼收 4

15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缅甸语 文理兼收 4

16 历史与行政学院 历史学（师范） 文科 4

17
历史与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类（含行政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

文科 4

18 历史与行政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科 4

19 哲学与政法学院 哲学 文理兼收 4

20 哲学与政法学院 法学 文理兼收 4

21 哲学与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科 4



22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科学（师范）、

生物技术、生态学）

理科 4

23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科 4

24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理科 4

25

外国语学院 英语（含师范专业：英语；非师范

专业：英语、英语（英泰双语）、

英语（英越双语）、英语（英缅双

语））

文理兼收 4

26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类（含地理科学（师范）、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文理兼收 4

27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测绘工程 理科 4

28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 文理兼收 4

29 文学院 秘书学（师范） 文科 4

30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科 4

31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物理学类（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均为师范）

理科 4

32 音乐舞蹈学院 音乐学（师范） 文理兼收 4

33 音乐舞蹈学院 音乐表演 文理兼收 4

34 音乐舞蹈学院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文理兼收 4

35
音乐舞蹈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类（含舞蹈学、舞蹈

表演）

文理兼收 4

36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文理兼收 4

37 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文理兼收 4

38
传媒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播电

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文科 4

39 传媒学院 动画 文理兼收 4

4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4

41 美术学院 书法学（师范） 文理兼收 4

42 美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文理兼收 4

43 美术学院 绘画 文理兼收 4



5. 招生计划

所有专业共招收 5人。

6. 相关要求

（1）录取到我校的澳门保送生学生应按照《云南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要求,

按时到校报到。

（2）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 3 个月内进行身体健康状况的复查。经复查结论为专

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本科专业；对于复查确认的不合格者,学校将视不同情况分

别依照《云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7. 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招生处

姓名：房爱华

电话：86-871-65912887、65910379

传真：86-871-65910379

招生处网址：http://zsc.ynn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ynnu.edu.cn

电邮：zhaoban@ynnu.edu.cn

单位地址／邮政编码：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 768 号，邮编：650500

44
美术学院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

设计、产品设计）

文理兼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