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师范大学 2020 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属重点院校，始建于 1958 年，学校占地面积 3500 亩、

建筑面积 86万平方米。  

学校现有 2 个学部，20个学院，70个本科专业，8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1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管理学、艺术学等 10个学科门类。全日制本科生 24528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4526人，博士研究生 429人，各级各类留学生 2150人。教职工 2343人，其中

专任教师 1461 人，拥有高级职称 703 人，具有博士学位 871人。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积淀深厚，注重新型智库建设，主动为党和政府科学

决策服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学科，建设综合性大学。彰显教师教育办学特色，

形成了学科专业教育与教师职业养成教育相结合的教师教育模式。积极探索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形成了以“课上课下、工作队伍、项目育人、线上线下、校

内校外”五个一体化为基础的育人体系。  

    学校始终坚持开放办学，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7所大学、机构或地方政

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是首批国家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承办四所孔子

学院，10 次获得“先进孔子学院”称号，1次获得孔子学院创立奖最高荣誉，被

评为“孔子学院先进承办校”和“全国示范孔子学院”。  

学校践行“勤奋严谨、自树树人”的校训，培育“学思并重、知行合一”的

学风和“诚实守信、勇于担当”的校风。紧紧围绕“立德树人”中心，坚持“特

色立校、质量兴校、人才强校和改革创新”发展战略，争创“教学质量、科研能

力、人才水平、学科实力和管理效能”国内一流，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一流

的教师教育特色综合性大学。 

二、保送条件 

热爱祖国，学习优秀，身心健康，能适应内地学习环境；符合澳门高等教育

局规定的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申请时需持有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港澳居民往来

内地通行证》；保送生应上交成绩单、推荐书、个人简历和高中毕业证书。 

注：学生可在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后将证书电子扫描件发送至我校电子邮箱。 

三、录取原则／考核方式 

在招生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招生政策。通过综合面试，并考察申请材

料，择优录取。  

注：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专业专长。  

 

 



四、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 专业限制 

1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文理兼收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理兼收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 文理兼收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2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 文理兼收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师范） 文理兼收 

外国语言文学类 日语 文理兼收 

外国语言文学类 俄语 文理兼收 

外国语言文学类 朝鲜语 文理兼收 

外国语言文学类 法语 文理兼收 

3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 文理兼收 

新闻传播学类 广告学 文理兼收 

新闻传播学类 广播电视学 文理兼收 

4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历史学 文史类 

历史学类 历史学（师范） 文史类 

历史学类 世界史 文史类 

历史学类 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史类 

5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文史类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文史类 

社会学类 社会工作 文史类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 文史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类 

7 教育学部 

教育学类 教育学（师范） 文理兼收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教育学类 小学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师范） 理工类 

8 心理学部 心理学类 应用心理学（师范） 理工类 

9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类） 
体育学类 体育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10 法学院 法学类 法学 文理兼收 

11 经济学院 

经济学类 经济学 理工类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金融学类 投资学 理工类 



序号 院系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 专业限制 

12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类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物流管理 理工类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文理兼收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档案学 文理兼收 

13 
音乐与影视学院 

（艺术类） 

音乐与舞蹈学类 音乐表演 文理兼收 

音乐与舞蹈学类 音乐学 文理兼收 

音乐与舞蹈学类 舞蹈学 文理兼收 

戏剧与影视学类 戏剧影视文学 文理兼收 

14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类） 
美术学类 美术学（师范） 文理兼收 

15 化学学院 

化学类 化学 理工类 

化学类 化学（师范） 理工类 

化学类 化学生物学 理工类 

16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学类 物理学 理工类 

物理学类 物理学（师范） 理工类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 理工类 

17 软件学院 计算机类 软件工程 理工类 

1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 网络工程 理工类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理工类 

计算机类 物联网工程 理工类 

19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 理工类 

地理科学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文理兼收 

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 文理兼收 

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师范） 文理兼收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 理工类 

20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 生物技术 理工类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 理工类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师范） 理工类 

21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类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工类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类 



序号 院系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 专业限制 

22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 理工类 

23 人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类 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注：以上专业学制 4年；招生专业如有调整，以《天津师范大学 2020年普

通本科高职招生章程》公布为准。 

五、招生计划 

10 人 

六、收费标准 

现行本科学费标准：文科类（不含外国语言文学类）4400元/生•年，理工

外语类 5400元/生•年，艺术设计学类 12000元/生•年，音乐与舞蹈学类、戏剧

与影视学类、美术学类 15000元/生•年，软件工程专业按照天津市发改委批准的

示范性软件学院收费标准执行。 

住宿费标准：六人间 1000元/生•年，四人间 1200元/生•年，宿舍分配以学

校安排为准。 

以上收费标准详见我校下发的《2020年新生入学须知》。如本年度政府对以

上费用标准进行调整，按政府调整后的新标准执行。 

七、其他要求 

1.对符合我校录取条件的考生，我校将按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录取手续，

发放录取通知书。 

2.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参见教育部网站）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学校将对新

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审查和复查，对不符合标准的，按照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

定处理。 

八、本章程由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九、联系方式 

天津师范大学 

电话：+86-22-23766590 

传真：+86-22-23893715 

网址：www.tjnu.edu.cn  

邮箱：tjnu_adm@126.com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3 号 天津师范大学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邮编：300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