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招生计划

所属学院 招生专业类 科类
山东
计划

外省
计划

总
计划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哲学 文史 40 40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类(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

治、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 179 91 270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类(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

治、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理工 20 2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文史 25 25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理工 25 25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文史 65 65
经济学院 金融学 理工 65 6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70 7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50 50
法学院 法学 文史 170 30 200
法学院 法学 理工 70 70

教育学院 教育学 文史 49 71 120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文史 150 150

体育学院
体育学类(含体育教育（师范）、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理 270 270

体育学院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单招 40 40
体育学院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体育舞蹈） 艺术文 20 20

体育学院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体育舞蹈） 艺术理 15 15

体育学院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健美操） 艺术文 20 20
体育学院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健美操） 艺术理 15 15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师

范）、汉语言)
文史 231 99 330

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文史 47 53 100
国际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文史 40 20 60
国际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理工 20 2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史 100 10 11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理工 70 70
外国语学院 俄语 文史 30 30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文史 30 30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 文史 30 30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文史 30 30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 文史 30 30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艺术文 17 17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键盘方向） 艺术文 6 6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民乐方向） 艺术文 6 6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西洋乐方向） 艺术文 6 6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与北京广慧金通合作定向培养）艺术文 170 170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与北京广慧金通合作定向培养）艺术理 30 30
音乐学院 音乐学 艺术文 110 110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艺术管理方向） 艺术文 30 30

音乐学院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艺术文 5 5

音乐学院 舞蹈学-男 艺术文 14 14
音乐学院 舞蹈学-女 艺术文 26 26

美术学院
美术学类(含美术学（师范）、视觉传达设

计、环境设计)
艺术文 210 210

美术学院 摄影 艺术文 15 15
美术学院 摄影 艺术理 10 10
传媒学院 教育技术学 理工 65 15 80
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艺术文 55 15 70

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艺术理 30 30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文 55 15 70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理 30 30
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文 35 35
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理 15 15

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理工 50 50

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动画艺术方向） 艺术文 30 30
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动画艺术方向） 艺术理 20 20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 文史 50 50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学类(含历史学（师范）、世界史) 文史 140 110 250

数学科学学院 统计学（新上专业） 理工 50 50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信

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 295 65 360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物理学类(含物理学（师范）、应用物理

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工 190 60 250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类(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 155 25 180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类(含化学（师范）、应用化学（师范) 理工 227 53 280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
药工程）

理工 150 150

生命科学院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科学（师范）、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师范）、食品质量与安全

理工 332 98 430

人口·资源与环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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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 122 18 140

人口·资源与
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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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 120 20 140

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理工 45 5 50

心理学院 心理学类（含心理学（师范）、应用心理学） 理工 183 17 20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新上专业） 理工 50 5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理工 150 15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含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师范）、信息技术方向、软件方

向、软件服务外包方向）
理工 161 19 18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方向，与

浪潮合作2+2办学）
理工 60 6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新上专业） 理工 50 5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135 15 15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 45 45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 45 45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文史 45 45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45 45

商学院 工商管理 文史 25 25
商学院 工商管理 理工 15 10 25
商学院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员） 高水平 81 81
商学院 财务管理 文史 35 35
商学院 财务管理 理工 35 35
商学院 财务管理（中美合作办学，新上专业） 文史 45 45
商学院 财务管理（中美合作办学，新上专业） 理工 44 44
商学院 物流管理 文史 20 20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理工 25 25
商学院 物流管理（中韩合作办学） 文史 50 50
商学院 物流管理（中韩合作办学） 理工 50 50
商学院 旅游管理 文史 22 18 40
商学院 旅游管理 理工 40 40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文史 222 48 270

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大类招生

与卓越人才培养模式详解
2013年，山东师范大学计划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7610人。

实行大类招生，打破专业“壁垒”

2013年，山东师范大学仍将在本科生中实行“1+3”
或“2+2”的“大类招生、分段培养、二次选拔”人才培养
模式。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在统一的大类培养方案
下，接受1到2年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后，根据学
生志愿和学业成绩，由学校组织进行第二次选拔。

对于师范类专业，学校选拔优秀且具备从教潜质、
有较强教师职业意向的学生进行师范类专业学习。分
流后的师范生除继续学习专业课程外，开始进行教师
教育理论学习和教学技能的训练，并完成教育实习任
务。

此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艺术类、体育类，高水
平运动员，中外合作办学和校企合作办学的专业除
外)，可申请跨学院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大类招生模式凸显了“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
养优势，能最大程度减少填报志愿的盲目性，为考生提
供更多的专业选择空间。实行“宽口径”培养，学生在对
学校和专业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自我定位更加清晰，进
行第二次选择会更理性。由于分流时既要尊重学生意
愿，还要参考前几学年学业成绩，因此，为了在分流时
选到更心仪的专业，从入学起，学生便会形成“比、学、
赶、超”的良好学习风气。

为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增强就业竞争力，学校全日
制本科学生除按照学籍管理规定接受主修专业的教育
外，还可以跨学科门类接受第二专业(学位)教育,成绩
合格者可获得相应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

开设“卓越班”，提升核心竞争力

学校全面启动卓越与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自2013

级开始，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学、生物科学、化学、物理
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心
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体
育教育、汉语国际教育、英语、音乐学、美术学、广播电
视编导、数学与应用数学、地理科学、工商管理、行政管
理等22个重点专业中，每个专业至少设立1个卓越与创
新人才培养班，如“卓越教师班”、“卓越工程师班”、“卓
越律师班”等。“卓越班”实行小班授课，强化专业技能
训练，积极探索卓越人才培养的新方式和新途径，进行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全面改革。

此外，学校将立项建设15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项目，分层次、有重点地实施创新人才培养，建立
与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名校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校地校企合作，助力人才培养

山东师范大学大力加强校地、校企合作。对于师范
类专业，学校积极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或中小学校开
展校地合作培养，培养教学研究型骨干教师，造就人文
素养深厚、学科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能够终身学
习的卓越教师；对于非师范类专业，尤其是工科、管理
和经济类专业，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建，积极开
展校企合作。学校鼓励支持重点专业建立稳定的合作
共建单位，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选择多样的合作
培养体制。

目前，学校已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音乐表演等
专业成功开展了与浪潮集团及北京广慧金通等企业的
校企合作办学。校地、校企合作的开展，有利于教学与
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促进学生就业。学校将加大力
度，扩大校企合作专业，继续探索校地、校企合作的人
才培养新模式。

山东师范大学热切期待优秀学子的到来！

学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
学校网址：http://www.sdnu.edu.cn/
招生网址：http://www.zsb.sdnu.edu.cn/index.asp
招生办公室电话：0531—86180245

说明：1、2013年普通高考招生山东省内本科计划6610人，学制4年。2、2013年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招生生，本科
计划总数1000人，学制4年。3、收费标准：按照山东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执行。文史类专业3400元；理工类专业
3600元；外语、体育类专业4800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7000元；艺术类专业6000元；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
15000元；校企合作办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8000元。校企合作办学音乐表演专业(与北京广
慧金通教育合作定向培养)学费暂未批复，届时以上级批复为准。热门专业学费上浮10%。4、特别说明：鉴于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的特殊性，该专业对考生报考条件的基本要求是：外语学习能力强(须有外语口试成绩)，普通话
基础好，身体健康，相貌端庄。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2013年专业招生计划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科类
学费

（元）
招生
人数

对口
计划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10000 50 10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10000 50 10

120901K 旅游管理 文史 10000 30

120901K 旅游管理 理工 10000 20 10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 12000 40

590110 动漫设计与制作[专科] 艺术文 8000 50

580202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科] 理工 7000 50

550201 热能动力设备与应用[专科] 理工 7000 50

530201 应用化工技术[专科] 理工 7000 50

840 100

说明：1、2013年面向山东省招收普通本科生640人、普通专科生200人。另有对口本科计划100人、对口专科计
划50人。本科学制四年、专科学制三年。2、学费标准如有变动，届时按山东省新的收费标准执行。3、报考动画、视
觉传达设计的艺术文考生，需获得山东省2013年美术统考本科合格证，报考动漫设计与制作专科的艺术文考生，
需获得山东省2013年美术统考专科合格证，均按美术专业成绩录取。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科类
学费

（元）
招生
人数

对口
计划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文史 10000 50 20

050201 英 语 文史 10000 50

050209 朝 鲜 语 文史 10000 50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10000 50 20

071002 生 物 技 术 理工 10000 50 10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文史 10000 30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理工 10000 20

130310 动 画 艺术文 12000 50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 10000 50 10

080801 自动化 理工 10000 50 10

现代教育·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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