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年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1. 学校介绍

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学校

的主源可追溯到 1902 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

一。其另一源头为 1888 年创办的汇文书院，后发展为金陵大学。1952 年在原金

陵女子大学校址组建南京师范学院，1984 年改办成南京师范大学。目前，学校

正在着力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全面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名家大师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李瑞清、

江谦、柳诒征、郭秉文、李叔同、张士一、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孟宪承、

杨贤江、徐悲鸿、高觉敷、罗家伦、潘玉良、张大千、唐圭璋、傅抱石、陈邦杰、

陈洪、吴作人、李旭旦、孙望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曾在此主政或执教。

目前更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此潜心耕耘，著书立说，培育后学。

学校拥有随园、紫金和仙林三个校区，其中随园校区曾被誉为“东方最美丽

的校园”。校内生活便利，有学生餐厅 16 个，医院 2所。校内班车，免费乘坐。

学生公寓，4人一间，有阳台和独立卫浴，配空调和电热水器，24 小时不断网、

不断水、不断电。Wi-Fi 覆盖整个校园。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设有 28 个二级学院。现有 1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

科，7个 ESI 全球前 1%学科，A类学科数位列全国地方高校第 1位、全国高校第

34 位。学校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0 个、本

科招生专业（含专业类）50 个。学科涉及哲、经、法、教、文、史、理、工、

农、医、管、艺等门类。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 3000 多名，其中专任教师近 2000 人，在校普通本科生

近 17000 人，在校研究生 11000 多人。学校每年招收海内外普通本科生 4000 多

人，其中约 20%为师范生。采用大类招生的学科，新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第二

学年再分流到具体的专业学习。

学校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目前每年接收来自约 1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1700 余人次。学校与 16 所海外大学设立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学生海外学习

计划学校 103 所，与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2 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学校自 1997 年开始招收澳门学生，在校澳门学生的规模不断壮大。2019 年

共招收澳门本科新生 25 名，目前在校澳门学生 79 名，在我校的 15 个学院学习。

2020 年，学校计划招收澳门保送生 25 名，最终以教育部批准的人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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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送条件

考生必须是优秀学生，并且有所在中学推荐材料。

3. 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保送生必须由我校面试合格后方可录取。报考我校艺术类和体育类专业

的考生，还需参加专业考试（术科考试），报考“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考

生，要进行普通话测试，考试合格方可正式录取，考试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

请关注网站通知（http://gjc.njnu.edu.cn）。

4. 招生专业目录

序号 学 院 专业名称 专业限制 学制

1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文科 4年

2 小学教育(师范) 文科 4年

3 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学类（历史学（师范、非师范）、文物与

博物馆学）
文科 4年

4

文学院

古典文献学 文科 4年

5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师范、非师范）、

国家文科基地)、秘书学)
文科 4年

6 汉语言 文理兼收 4年

7 法学院 法学 文理兼收 4年

8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9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文理兼收 4年

10

金陵女子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文理兼收 4年

11 英语 文理兼收 4年

12 财务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13 会计学 文理兼收 4年

14

商学院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15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4年

16 金融学 文理兼收 4年

17 经济学 文理兼收 4年

18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文理兼收 4年

19

外国语学院

翻译（双外语） 文理兼收 5年

20
外国语言文学类（俄语、西班牙语、法语、日

语）(双外语)
文理兼收 5年

21 英语（双外语） 文理兼收 5年

22 英语（师范） 文理兼收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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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网络与新媒体)
文理兼收 4年

24

地理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 文理兼收 4年

25

地理科学类（地理科学（师范、英才班）、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

理信息科学）

理科 4年

26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理科 4年

2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类(化学(师范、非师范)、应用化学) 理科 4年

28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理科 4年

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非师范）、

软件工程）
理科 4年

30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 理科 4年

31 南瑞电器及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科 4年

32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

统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理科 4年

33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师范、国家理科基地

班、生物技术)
理科 4年

34
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科 4年

35 生物工程 理科 4年

36

数学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理科 4年

37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基地班)、信

息与计算科学)
理科 4年

38 统计学 理科 4年

3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非师范） 理科 4年

40 电子信息类（电子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科 4年

41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理科 4年

42

美术学院

美术学类(美术学、绘画、中国画)（师范） 艺术 4年

43
设计学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
艺术 4年

44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 4年

45
音乐学院

舞蹈学(师范) 艺术 4年

46 音乐学(师范) 艺术 4年

47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学类(体育教育（师范）、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
体育 4年

注：1. 招生专业若有微调，将及时通知相关考生；

2. 体育类及艺术类的专业，文理科的学生皆可报考，但要参加术科考试，且成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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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招生计划

2020 年计划招收 25 名澳门保送生，最终以教育部核定的名额为准。

6. 相关要求

学生至少要提供高一和高二四个学期的成绩。报考外语类专业的考生，其高

二学年的英语成绩不能低于满分的 80%；报考理工类专业的考生，其高二学年的

数学成绩不能低于满分的 80%；

7. 其他

主要录取程序将按照澳门高等教育局(http://www.dses.gov.mo)及相关部门

的统一安排进行。面试时间安排在 2020 年的 1月。我校将于 2020 年 7 月下旬寄

发《录取通知书》。上述时间及程序如有改变，请关注教育部及联招办的通知。

8. 查询方式

单 位：南京师范大学

姓 名：丁天靖，沈 冲

电 话：++86-25-83598600， 83598620

传 真：++86-25-83711748

电 邮：1538552470@qq.com, shenchong@njnu.edu.cn

网 址：www.njnu.edu.cn （对澳招生信息发布网站 http://gjc.njnu.edu.cn ）

http://www.dses.gov.mo/
mailto:jianghaiwei@njnu.edu.cn，
mailto:shenchong@njnu.edu.cn
http://www.nj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