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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教育AⅠ·26

学校荣誉

●全国文明单位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资质单位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全国学校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河南考生心目中理想的高校
●河南省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河南省高等教育就业质量示范院校
●河南省应用技术类型示范高校
●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本科院校
●河南省整体转型发展试点院校
●河南省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院校
●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高校学生宿舍食堂评比第一名
●河南省高校德育评估第一名
●河南省属本科高校行风评议第一名
●河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单位

2018年招生范围（30个省市和自治
区）：河南、河北、浙江、福建、湖北、广西、海
南、陕西、甘肃、新疆、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南、江苏、江西、四
川、云南、贵州、青海、宁夏、重庆、广东、天
津、北京、上海

学校代码：10481
河南省代码：6070（普通本专科）6072

（对外合作办学）6074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2018年计划招生人数以省教育厅当年

下达计划为准。

博学求是博学求是 笃行自强笃行自强
南阳师院南阳师院 卧龙学子梦开始的地方卧龙学子梦开始的地方

注：1.本计划若有变动，以省招办当年发布的专业目录为准，不另行通知。2.本计划未含专升本、预科升入
和预留计划。3.我校部标代码：10481。

通讯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路1638号
邮政编码：473061
招生网址：www.nynu.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377-63513466 63510790

0377-63510791 63510793
0377-63510795 63510797
0377-63523152 63523157
0377-63523167 63523210
0377-63523213
0377-63516507（传真）

招生咨询QQ群号：492984669 517776292
589716599 614424432

南阳师范学院2018年本专科招生计划一览表

南阳师范学院
招生办官方微信

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专业名称 学制学制学制学制 招生计划招生计划招生计划招生计划 招生科类招生科类招生科类招生科类 备  注备  注备  注备  注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咨询电话
（（（（0377037703770377））））

法学 4 122 文理兼招 含 苏、闽、赣、鲁、桂各5人
63525160
63525062

视觉传达设计(合作办学) 4 147 文理兼招
艺术类 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课程合作项目；含晋5人，赣4人，
津、皖、鲁、湘、川、黔、滇、陕各3人，冀、闽各2人

广播电视编导(合作办学) 4 120 文理兼招
艺术类与韩国全州大学合作办学；含苏、鲁各5人,晋、赣各3人,
辽、浙、皖、闽、湘、桂、黔各2人

材料化学 4 40 理科 含冀5人，黑4人，湘3人，琼2人，沪1人

化学 4 120 理科 师范 含闽、鲁各5人，宁3人，青2人，新疆内高班2人

制药工程 4 70 理科 含晋、苏、琼各5人，鲁4人，津、吉各3人

应用化学 4 70 理科 含津、冀、晋、皖各5人，苏、新各4人，黑2人

水质科学与技术 4 40 理科 含苏4人，琼、宁各3人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与管理方向) 4 40 文理兼招 含津、赣各5人，冀3人

旅游管理 4 60 文理兼招 含津、冀、晋、鲁各5人，苏4人

地理科学 4 100 文理兼招 师范 含苏5人，湘3人，新疆内高班2人

测绘工程 4 80 理科 含冀、晋、苏、赣、鲁、黔各5人，桂3人，浙2人

机械电子工程 4 60 理科 含晋、内蒙、赣、黔各5人，鄂3人，琼2人

汽车服务工程 4 50 理科 含晋、赣各5人，辽4人，皖、湘各3人

自动化 4 70 理科 含内蒙、赣各5人，皖、鲁、川各4人，桂3人

网络工程 4 40 理科 含桂5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40 理科 含皖、桂各5人

软件工程(网络攻防方向) 4 182 理科
含鲁5人，苏4人、冀、晋、浙各3人，
津、内蒙、辽、吉、黑、皖、闽、赣、湘、粤、琼、滇各2人

软件工程(软件开发方向) 4 172 理科
含鲁5人，苏4人，冀、晋、浙、甘各3人，
吉、黑、粤、桂、琼、川、滇、陕各2人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4 114 文理兼招 师范

应用心理学 4 40 文理兼招 师范 含吉、苏各5人，桂3人，浙2人，新疆内高班2人

学前教育 4 40 文理兼招 师范 含冀、湘各5人，新疆内高班2人

教育学 4 40 文理兼招 师范 含闽5人，浙4人，渝、陕、新各3人

物流管理(合作办学) 4 145 文理兼招
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课程合作项目；含津、晋、皖、赣、鲁、
陕各3人，辽、湘、粤、琼、黔、滇各2人

财务管理 4 120 文理兼招 含苏3人

国际经济与贸易 4 70 文理兼招 含湘、桂各5人

工商管理 4 70 文理兼招 含苏、湘、桂、黔5人

金融工程 4 40 理科 含晋、鄂各5人，桂2人

思想政治教育 4 90 文科
师范 含晋、鄂、甘各5人，吉、鲁各4人，皖、桂、
宁各3人，黑2人，新疆内高班2人

63513725

环境设计 4 102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苏7人，晋、桂各5人，吉4人，皖、鄂各3人

美术学 4 70 文理兼招 师范 艺术类 含晋、闽、赣、鲁各5人

视觉传达设计 4 62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苏7人，晋5人，赣4人，皖、鲁各3人

农学 4 100 理科 含内蒙5人，鲁、青、新各3人，琼、川、黔各2人

园林 4 80 文理兼招 含鲁、桂、川、青各5人，湘4人，赣、滇各3人，浙、琼各2人

动画(合作办学) 4 97 文理兼招
艺术类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课程合作项目；含晋、浙、赣、
鲁各3人，内蒙、辽、黑、桂、川各2人

物联网工程 4 40 理科 含冀、赣、湘各5人

数字媒体艺术 4 40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浙、闽、赣、鲁、湘各2人

软件工程(数据库技术应用方向) 4 152 理科
含鲁5人，苏4人，冀、晋、赣各3人，
津、辽、黑、皖、闽、湘、川、陕各2人

软件工程(智能设备方向) 4 152 理科
含鲁5人，苏4人，冀、晋各3人，津、内蒙、吉、
皖、闽、赣、湘、川、黔、滇、甘各2人

生物科学 4 100 理科 师范 含陕5人，浙3人
生物工程 4 70 理科 含 晋、吉、鲁、滇各5人，皖3人，湘2人，新疆内高班2人
数学与应用数学 4 210 理科 师范 含晋、辽、苏、赣各5人，新疆内高班3人
统计学 4 60 理科 含晋5人，内蒙、陕各4人，鲁3人，浙、渝各2人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 4 40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赣5人，皖3人
体育教育 4 90 文理兼招 师范
运动训练 4 60 提前单独招生

63513727

本   科本   科本   科本   科

63513502
63513552

63525056

63513645

63523100

63513498

63513629

63513655
63513521

63523632
63525027

63523283
63523360

63513797

63513720

63513723

土木工程(合作办学) 4 97 理科
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课程合作项目；含冀、辽、闽、
鲁各3人，黑、鄂、湘、桂、琼各2人

工程管理 4 40 文理兼招 含晋、赣各5人，皖3人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4 40 理科 含赣5人，鄂、黔各3人，湘、宁各2人
建筑学 5 40 理科 含黑、浙、黔各5人
土木工程 4 50 理科 含闽、赣、鲁、黔各5人
商务英语 4 90 文理兼招
英语 4 150 文理兼招 师范 含京2人，沪1人
日语 4 40 文理兼招 含辽3人，黑2人
汉语言文学 4 200 文科 师范 含鲁5人，皖3人，浙2人
汉语国际教育 4 70 文科 师范 含苏7人，赣5人，皖3人
历史学 4 70 文科 师范 含苏、赣各5人，鲁4人，皖3人
电子信息工程 4 60 理科 含湘5人，粤4人，桂、陕各3人
物理学 4 60 理科 师范 含内蒙5人，皖4人，吉、浙各3人
通信工程 4 70 理科 含晋、赣、鲁各5人，桂4人，辽、浙各3人
广播电视编导 4 100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鲁7人，晋、闽、川各5人，苏、湘各4人，浙3人，桂2人
新闻学 4 50 文理兼招 含晋5人，鲁4人，苏、皖、湘各2人
播音与主持艺术 4 130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晋、黑、闽、赣、湘、桂、黔各5人，浙3人，渝2人
音乐学 4 110 文理兼招 师范 艺术类 含冀、晋、苏各5人
音乐表演 4 50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晋、滇各5人，苏、皖、赣、琼各3人，鄂2人
舞蹈编导 4 40 文理兼招 艺术类 含冀5人，浙、赣、渝、黔各3人，鄂2人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4 40 理科 含鲁、新各5人，赣4人，苏、黔、滇各3人，桂2人
工艺美术 4 72 文科 艺术类 含苏6人，赣、鲁各5人，晋4人，辽、皖、川、滇各3人
服装设计与工程 4 40 文理兼招 含鲁、渝各5人，琼3人，桂2人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3 146 文理兼招 师范 63513498

动漫制作技术 2 54 文理兼招
63523283
63523360

专   科专   科专   科专   科

63513626
63513761

63516659

63525178
63525135

63513622

63513753

63523115

63513677
63523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