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师范大学 2023 年招收香港

中学文凭考试学生简章
学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

部有关规定，制定本简章。

一、学校简介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百年师范教育的传承者，天津基础教育文脉发祥地，天

津唯一面向基础教育培养优质师资的师范大学。2021 年入列国家教育强国推进

工程优质师范大学建设行列。

学校办学资源丰富，设施设备精良。人文精神厚重，环境美丽优雅，生态风

格独特，入列全国文明校园。学校设有 2 个学部，20 个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

学生 32890 人。其中，本科生 26289 人，硕士研究生 5360 人，博士研究生 502

人。国际学生 2000 余人。校园占地 3500 亩，含 771 亩自然湖泊湿地，建筑面积

85.08 万平方米。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攀升。学校硕博研究生教育包含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9个学科门

类。现有 1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3 个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校专业优势突出，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校现有 75 个本科专业。其中，

26 个专业获批“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4 个专业获批“双万

计划”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国家级建设点数量规模以及建设点总规模

位列市属高校之首。建成国家级教学团队 1 支、市级教学团队 18 支。学校深入

推进“五育并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近年来，学校师生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连续夺金，

获得 2金 1银 16 铜和先进集体奖，获评天津市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获得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一

等奖等。在世界大学生智力运动会桥牌比赛、中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上获得冠

军；在第 14 届学运会和第 20 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金牌；校园文化建

设丰富多彩，以“求是讲坛”“双周音乐会”“半月书画展”等为代表的品牌校

园文化活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效果显著。

学校科研能力稳步提升，高质量科研实践基地丰富。学校获批国家社科重

大项目 17 项、重点项目 24 项、国家级项目 315 项；获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11 项、青年奖 2项；获全国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项。

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教育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1



个，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1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1个。学校

主办各类期刊 10 种，其中，5 个刊物收录北京大学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5个刊物收录南京大学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含扩展版）。

学校以办好高质量师范教育为“固本之策”，科学构建师范办学体系。学

校 17 个专业获得国家师范专业二级认证。获批“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

地”“教师教育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批教育部“卓越小学教师和卓越

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承接教育部“国培计划”，入列教育部“卓越中学教

师培养计划实施院校”。

学校高层次人才聚集，师资队伍精良。在校教职工 2508 人。国家级人才称

号 5人、国家特支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国家级人才 53 人次；两

院外籍院士 2名，双聘院士 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省部级

人才 126 人次。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学校与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0 所

大学、机构和地方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合作建设 4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评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院校，国际学生培养

规模在天津市名列前茅。赴境外参加国际会议和研究访学教师规模累计超千人。

学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校主动融入京津冀教育协同

发展，4 个智库入选天津市高校智库，9个智库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

智库。

站在历史新起点，学校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扎实推进特色鲜明世界知名的高水平

师范大学建设。

二、报名资格

1.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香港学生。

2.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并参加当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的考生均可报名。考生

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三、招生计划

2023 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20 名。

四、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类别 专业 专业限制

1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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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 文理兼收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类别 专业 专业限制

2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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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理兼收

社会学类 社会工作 文理兼收

6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史类

7 教育学部

教育学类

教育学类（师范）――含教

育学（师范）、小学教育（师

范）

文理兼收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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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法学类 法学 文理兼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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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类

金融学类 投资学 理工类

11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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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化学学院 化学类 化学（师范） 理工类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类别 专业 专业限制

化学类 化学生物学 理工类

13
物理与材料科

学学院

物理学类 物理学（师范） 理工类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 理工类

14 软件学院 计算机类 软件工程 理工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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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 理工类

计算机类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类

计算机类 物联网工程 理工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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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 文理兼收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 理工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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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 理工类

18 数学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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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类 数据计算及应用 理工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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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类 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电子信息类 人工智能（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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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普

通本科、高职招生章程》公布为准。

五、录取原则

除“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外，最低录取标准为“3、3、3、3”，即参加香

港中学文凭考试的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数学科、通识教育科达到第 3级及

以上。“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最低录取标准为四门核心科目的分数之和须为

12 分（含）以上，且任何一门科目的分数不得低于 2分（含）。

学校将根据考生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参考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社

会实践等情况，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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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理

工类、外语类 5400 元/生•学年，软件工程专业按照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示范性

软件学院收费标准执行。

住宿费标准：六人间 1000 元/生•学年，宿舍分配以学校安排为准。

以上收费标准详见我校下发的《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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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设置

在学期间学生可申请教育部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奖学金类别、等级及奖

励标准以教育部文件为准。

八、证书颁发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所学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学分，经审查达到

毕业要求的颁发天津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对符合《天津师范

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关于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相应学科门类的学

士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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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持加盖学校公章的《新生入学通知书》报到，入学报到时

间及相关要求以我校下发的《2023 年新生入学须知》为准。

2.新生入学后，根据学校安排进行身体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入学资

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不受限专业。

3.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有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至少

有效期一年。

4.学生在校期间，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 号）及我校相关规定

进行管理。

十、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文件执行。本简章

由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十一、联系方式

天津师范大学

电话：+86-22-23893718

传真：+86-22-2376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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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工作办公室

邮编：300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