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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阳师范学院招生章程
为全面贯彻执行教育部实施阳光

工程、依法治招的精神，做好2019年招
生工作，维护学校和广大考生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有关规
定，特制定本简章。

一、学校概况
南阳师范学院是河南省属普通本

科高校，始建于 1951年的河南省立南
阳师范学校，2000年升格为南阳师范
学院。2011年获批为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试点单位，2017年获批为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

学校占地面积 2190亩，建筑面积
85.2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76亿元，中、外文纸质图书230万册，
电子图书（期刊）1000万册，全日制在
校生2.7万余人。

学校现有教职工 1600多人，其中
教授、副教授 60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
教师 400人。拥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
第一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
省管专家、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等200
多人，形成了以高层次专家为核心，以
教授、博士为骨干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强化专业
内涵建设。建有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全国高校实
践育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国家级特色
专业等教学平台40多个。学生在全国
大学生“挑战杯”、数学建模等国际、国内
竞赛中屡获佳绩，先后获得全国青年科
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总冠军、全国工
程机器人大赛特等奖、创青春大学生创
业大赛国家级银奖、中国曲艺牡丹奖等
省部级以上奖励 300余项。2018年在
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中，受到专家组的高度肯定。

学校拥有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 3
个、二级重点学科8个。建有省协同创
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
台 21个。近五年，承担国家级科研项
目 160 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400 多
项，其中，获立国家级项目连续三年在
全国同类院校中排名第一。先后获得
河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河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奖
等 315 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500 多

项，出版学术著作、教材近 200部。学
校自然指数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近三年
一直位居全省前五。在刚刚公布的
2018年最新的自然指数排名中位居全
国第 131 名，河南省第 4名,其中化学
学科排名进入世界500强。

学校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高水平大学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不
断扩大，留学生规模位居同类院校前
列。学校是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等学校青
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质单位、优
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选派资质单位和
河南省汉文化国际推广基地，并成功当
选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单位。

学校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成
功创建并持续保持了全国文明单位荣
誉。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环保志
愿服务项目获评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最佳项目”，“道德讲堂”入选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绿茵读书会
荣获河南省“四个优秀”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科技支农”志愿服务队再次获得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佳项目”。
学校高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实施

“招生—培养—就业—创业”一体化的
教育管理模式，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
南阳分市场在学校挂牌。毕业生就业
率稳定在92%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超
过 90%，学校连年被评为“河南省普通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二、组织机构与招生计划
南阳师范学院招生工作处作为组

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本
专科招生的日常工作。学校按照上级
部门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依据教育部

文件精神和自身发展实际，结合近年分
省（区、市）、分专业计划编制与执行情
况，统筹考虑生源结构、区域均衡、生源
质量等因素，科学、合理编制学校分省
（区、市）、分专业来源计划。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学校将不
超过招生计划总数的1%作为预留计划，
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

三、专业录取的特殊要求和限制
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
有关补充规定。

报考体育教育、舞蹈编导、舞蹈学
（体育舞蹈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要求男生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女生身
高不低于160厘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境外办学）、工
商管理（境外办学）2个专业是南阳师
范学院与泰国曼谷皇家理工大学共建
的曼谷卧龙国际学院所属专业，采用
1+2+1模式，第 1年和第 4年在南阳师
范学院培养，第 2年和第 3年在泰国曼
谷卧龙国际学院培养。

各专业录取不限男女生比例。除
英语专业外，不限制考生应试外语语
种，各专业考生入校后的公共外语教学
语种为英语。

四、录取规则
学校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

选拔、公开透明、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
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执行教育部规
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机制。

1.普通类各专业录取原则
考生档案投档至学校后，采用专业

志愿优先的方式，根据专业计划数，按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先录第
一志愿的考生，若第一志愿录取后未完
成计划，再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第二志愿
的考生，依次类推，直至完成专业计划；
对于所报专业志愿未被录取，又同意专
业调剂的考生，参照考生所填报的相应
专业志愿，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调
剂录取；对于所报专业志愿未被录取，
同时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
理；同分数考生，按照语文、数学、外语
（河南省为外语听力）成绩的顺序，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不限单科成绩。

2.体育教育专业录取原则
在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

生源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
按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该专业要求
男生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女生身高不
低于160厘米。

3.艺术类各专业录取原则
在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

生源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
音乐学、美术学、动画、动画（合作

办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按文化课成
绩的50%与专业成绩之和择优录取。

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合作办学）、雕塑、工艺美术、音
乐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体育舞蹈方
向）按专业成绩择优录取。其中舞蹈编
导和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专业要求
男生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女生身高不
低于160厘米。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
广播电视编导（合作办学）专业按文化
课成绩与专业成绩之和择优录取。其
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要求男生身高
不低于 170厘米、女生身高不低于 160

厘米。
4.同分数考生，按文化成绩择优录

取；文化成绩仍相同的，按高考文化分
的语文、数学、外语（河南省为外语听
力）成绩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不限单科成绩。

5.录取公布渠道，录取后网上公布
录取结果。

五、收费标准
学校严格按照河南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收费。学校
2019年各专业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标准
暂定为：1.本科学费：文史类 3400 元/
生·年；理工类3700元/生·年(文理兼招
专业以省招生考试目录公布标准收取)；
艺术类 5700元/生·年；少数民族预科：
河南省少数民族预科第一年，学费
20000元/生，升入本科后按普通本科标
准收取。2.软件工程专业11000元/生·
年。3.中外合作办学类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16000元/生·年，中外课程合作项目
视觉传达设计、动画、土木工程、物流管
理专业13000元/生·年。4.境外办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专业第1年
和第 4 年在南阳师范学院培养，学费
18000元/年，第 2年和第 3年在泰国曼
谷卧龙国际学院培养，学费按泰国收费
标准36000元/年。5.专科学费：普通专
科文史类3300元/生·年，普通专科理工
类 3600元/生·年，动漫制作技术专业
9000元/生·年。6.运动训练专业每年
学费8000元/生·年。7.住宿费：800元/
生·年。8.小学教育（全科教师）除免学
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费
外，享受国家奖学金等全日制在校生享
受的相关政策。如学费标准调整，将按
照河南省有关规定执行。

六、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新生入学注册后，学校依据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培养，完成规定
的学业任务并考核合格的，颁发南阳师
范学院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
条件的本科毕业生颁发学士学位证
书。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自愿
申请跨学科修读双学士学位，修满双学
士学位专业规定的学分并达到要求，且
取得主修专业学位资格，满足双学士学
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双学士学位证。

境外办学的曼谷卧龙国际学院各

专业，学生修完双方学校要求的学分，
并达到双方高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颁
发双方学士学位证书。

七、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
工助学等情况

学校建立了一套以“奖、助、贷、补、
减、免”为主体的学生资助体系，开辟有
家庭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学校目前设立有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
学贷款、南阳师院优秀学生奖学金、
南阳师院优秀新生奖学金等；还设立
有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学生临时困难
补助等。

八、其他
南阳师范学院与郑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合作培养学前教育本科专业，
就读地点：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市民新村北街9号）。

学校代码：10481
报考期间咨询电话：
0377-63510790 63510791

63510793 63510795 63510797
63523210 63523167 63523213
63523152 63523157

日常招生咨询电话：
0377-63513466 63516507（传真）
招生咨询QQ群号：
492984669 517776292
589716599 614424432
学校网址: www.nynu.edu.cn
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2.

nynu.edu.cn/xzbm/zhaosheng/
Email：nynuzsb@163.com

招生办
官方微信

招生信息网
手机版

招生
新浪微博

南阳师院西区西子湖 南阳师院卧龙众创空间

安阳师范学院是河南省省属普通
本科高校，学校位于豫北名城安阳市。
这里诞生了我国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也
是红旗渠精神诞生地。安阳市既是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又是一座蓬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学
校前身是始建于1908年的彰德府安阳
师范传习所，此后几易其名，多次整合，
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安阳师范
学院。2011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
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单位。

长期以来，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逐步发
展成为一所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
学等九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学
校占地 1796亩，建筑面积 86.1 万平方
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12亿元，
馆藏纸质图书 194万册。设有 25个教
学院部和 1个继续教育学院，1个硕士
专业、63个本科专业。3个一级学科、4
个二级学科被认定为河南省重点学
科。学校面向全国 20个省（市、区）招
生，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生 25000 余
人。在《2018中国大学评价》中，学校
综合实力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325名、
河南高校第13名。在全球四大权威大
学排名系统之一、上海软科发布的
2018年“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学校
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358名、河南高校
第12名。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现有教职工
1358 人，其中专任教师 1030 人，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教师453人，具有硕
士、博士学位教师929人。“殷都学者”5
人，“校特聘教授”3人。教育部创新团
队 1个，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4个、
高校创新团队 10个，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4人、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40
人，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 3人、高校创
新人才 20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学者9人、哲学社会科学年度人
物 2人。在《2018中国大学评价》教师
学术水平排行榜中，学校教师学术水平
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267位、河南省第
7位。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认真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本科教学工
程建设，国家级、省部级教育教学资源
不断丰富，形成了社会广泛认可的质量
品牌。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实践
教学基地 1个，省级特色专业 6个、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8个、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试点专业1个、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
地 1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个、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示范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4个，优秀基层教学组
织 3个、教学团队 4个、教学名师 3人。
学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加强
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
度。成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
着力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具有为人
民服务精神的基层公共管理人才；成立
国际教师教育学院，着力培养一批具有
先进国际教育理念、扎实学科专业知
识、广阔国际视野、较强国际课程教学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立创业学院，着
力培养有担当、会管理、能经营的高素
质创业人才；成立互联网＋应用技术学
院，着力培养实用型电子商务人才。多
年来，学校应届毕业生考研率、就业率
位居同类院校前列，安师学子在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挑战
杯、数学建模等学科竞赛中屡获佳绩。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安师 10余万名毕
业生活跃在各行各业，以良好的政治素
质、扎实的专业技能、严谨的工作作风
和突出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用人单位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地方基础教
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
为母校赢得了声誉。

学校坚持特色办校。学校重视发
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
学”、冷门学科——甲骨文研究，打造跨
专业、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团队——
甲骨文信息化处理团队，成立甲骨文研
究院，将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应用到甲
骨文考释研究中。出版的《殷都学刊》
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刊，入选教育部
名栏建设工程和全国社科规划办资助
期刊。学校积极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人才培养项目——汉语国际教育。
2009年获批河南省汉语国际推广汉字
文化基地，2012年开始招收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面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泰国招收留学生，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被评为河南省特色
品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积极
推动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承担河
南省小学教育（全科教师）培养工作和

“国培”“省培”计划，为基础教育培养了
一大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
好”的教学骨干，现已建设成为豫北三

市教师教育信息服务中心、培养培训中
心和学术研究中心。

学校坚持科研兴校。建有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甲骨文信息处理）、河南省
重点实验室（新型光电功能材料、甲骨
文信息处理）、河南省工程实验室（化学
节能材料开发与应用、先进机器人、光
伏并网发电及储能技术）、河南省国际
联合实验室（光电功能材料）、河南省感
知数据智能处理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河
南省硅材料·光伏产业院士专家工作
站、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等理工类省
级部级科研平台，河南省重点社科研究
基地（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省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河南省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甲骨学与殷商
文化研究中心、汉字文化研究中心）、河
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宗教问题研
究基地等人文社科类省级科研平台。
在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2018最新
自然指数排行榜中，安师位列中国内地
高校第 138 名、河南省高校第 6名，位
居同类院校前列。

学校坚持文化育校。学校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促
进学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
行为文化协调发展。坚持以章程统领学
校改革发展，把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推进依法治校的重
点，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
办法和党委会、院长办公会、二级学院党
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建立健全以学术
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
构，坚持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红
旗渠精神“三融三进”，用红旗渠精神锻
造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坚持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汉字文化体验
馆、殷商历史文化馆，助力河南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打造安阳古都文
化、汉字文化研究新高地。

学校坚持开放活校。学校作为牵
头单位的汉语海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获批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
心以解决汉语海外传播的瓶颈问题“教
师、教材、教法、传播体系”为核心任务，
着力打造汉语海外传播人才培养的高
地、汉字文化研究的高地和中华优秀文

化传播示范引领的高地。学校积极引
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与
美国库克学院合作举办本科教育项目，
与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举办专科教育
项目。与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实质
性联合培养研究生。与北京中清研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创办互联网+应
用技术学院，建设“跨境电商先进技术
示范中心”。与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建创业学院，创办大学生创新创业生
态园。外派学生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国内高水平大学、惠普（洛阳）国际软

件人才及产业基地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交流学习。

今天的安阳师范学院，正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十届
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
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学
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两高两
突破”战略任务，为建设特色鲜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学而努力奋斗！

国标代码：10479

河南招生代码：6050、6052、6053、6054

校训：进德修业 博学笃行

招生咨询电话: 0372-2900135、2900136、2900137、2900138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弦歌大道436号 邮编：455000
网址：http://www.aynu.edu.cn 电子邮件：zs@aynu.edu.cn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校园风景

安阳师范学院2019年河南省招生专业及计划

注：分专业招生计划登录安阳师范学院招生网（http://zs.aynu.edu.cn）查看。

层次

本科

专科

招生
代码

6050

6052

6053

6054

6052

6053

招生批次

艺术本科A段

体育本科

对口本科

本科二批

本科二批

本科二批

本科二批

高职高专批

高职高专批

招生计划（人）

502

240

80

2975

120

390

108

130

440

招生专业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美术学类（含美术学、摄影、绘画）、书法学、
动画、设计学类（含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
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音乐表演（本科对口）、学前教育（本科对口）

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历史学类（含历史
学、考古学）、计算机类（含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材料化学、化学、应用化学、物理学、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思想政治教育、行
政管理、社会学、法学、电子商务与法律、英语、日语、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地理科学、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教育学、学前教
育、应用心理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物流管理、会计学、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建筑学、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教育技术
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学前教育（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与美国库克学院合作办学）

软件工程(移动设备应用开发方向)、软件工程(Java技术方向)、软件工
程(.Net方向)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免费师范生

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工商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中外合作办
学）（与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办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微商微店)、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跨境营销策划)、
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商可信交易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UI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