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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院校代码 10603）

咨询电话：0771-3903928（兼传真）

学校官网：http://www.nnnu.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nnnuzsb.doerjob.com/

http://www.n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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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部标代码 10603，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1978 年招收全

日制本科生，1998 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018 年由广西师

范学院更名为南宁师范大学。现有五合、武鸣、明秀、长岗 4 个校

区，占地面积近 3400 亩，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2 万多人，硕士研究

生 3000 余人。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广西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广西本科第一批次招生高校

★广西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单位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学校

★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教育部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项目试点学校

日臻完备的办学平台。学科专业涵盖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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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专业 70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7 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未覆盖的二级学科 1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3

个。拥有院士工作站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自治区重点实

验室 3 个、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4

个、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省部级基地中心 5 个。

博学求精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 150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

600 余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650 多人；博士生导师 44 人、硕

士生导师 500 余人。著名超导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吴培亨院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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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名誉校长。

特色彰显的教学改革。学校秉承“知行合一，德才并育”的

校训，坚持以思想品德好、专业基础扎实、综合能力强的人才培养

质量为核心。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7 个，学生

参加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学科竞赛荣获一等奖。学校

连续 18 年获得“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或“全区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毕业生在相关行业领域成

就突出，涌现了众多国家和自治区级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特级教

师等，以及“亚洲女飞人”韦永丽、80 后著名作家辛夷坞等一批知

名校友。

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贵

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

林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山西省、

陕西省、四川省、天津市、云南省、浙江省和重庆市等 25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招生。

（一）招生专业及计划

2022 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 3800 人，涵盖普通类、艺术类、体

育类等 70 个本科专业；普通专科招生计划 36 人。分省份、分专业

计划请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 http://nnnuzsb.doerjob.com/查询。

http://nnnuzsb.doerjo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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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 2022 年招生专业(专业类)及计划

序号 专业（专业类）名称 层次 性质 计划
其中地方公费

师范生计划

1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师范 140

2 秘书学 本科 35

3 戏剧影视文学 本科 40

4 历史学 本科 师范 80

5 法学 本科 45

6 社会工作 本科 40

7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师范 130

8 英语 本科 师范 120 49

9 翻译 本科 30

10 商务英语 本科 职师 30

11 日语 本科 30

12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师范 130 37

13 应用统计学 本科 40

14 金融数学 本科 40

15 物理学 本科 师范 80 31

16 自动化 本科 职师 40

17 通信工程 本科 40

18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40

19 电子信息工程(与港澳台合作办学) 本科 50

20 化学 本科 师范 80 30

21 应用化学 本科 40

22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40

23 地理科学类 本科 220 44

24 生物科学 本科 师范 80 30

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本科 80

26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40

27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本科 40

28 测绘工程 本科 45

29 教育学 本科 师范 50

30 学前教育 本科 师范 50

31 特殊教育 本科 师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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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专业类）名称 层次 性质 计划
其中地方公费

师范生计划

32 应用心理学 本科 40

33 教育技术学 本科 师范 40

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职师 60

35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本科 60

36 软件工程 本科 40

37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40

38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40

39 工商管理类 本科 110

40 物流管理 本科 45

41 物流工程 本科 40

4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40

43 旅游管理 本科 80

44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本科 200

45 体育教育 本科 师范 145 30

46 美术学 本科 师范 80 32

47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20

48 环境设计 本科 20

49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 20

50 动画 本科 20

51 书法学 本科 25

52 音乐学 本科 师范 115 32

53 舞蹈学 本科 40

54 新闻传播学类 本科 120

55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科 50

56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85

57 泰语 本科 40

58 数字媒体技术 本科 50

59 小学教育 本科 师范 160 55

60 小学教育（壮汉双语） 专科 师范 36 36

61 少数民族预科班 预科 295

（二）专项招生计划

专项计划包括地方公费师范生、民族班、精准专项等,部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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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及招生专业如下：

1.本科层次地方公费师范生。仅面向广西招生，招生计划 370

人。在广西本科提前批其他类投档录取，单列填报志愿。普通类专

业执行广西本科第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类专业执行广西

艺术类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体育类执行广西体育类本科批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南宁师范大学 2022 年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专业及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专业性质 招生计划

1 小学教育 本科 师范 理 22/文 33

2 体育教育 本科 师范 30(理)

3 英语 本科 师范 理 12/文 37

4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师范 37(理)

5 物理学 本科 师范 31(理)

6 化学 本科 师范 30(理)

7 地理科学 本科 师范 44(理)

8 生物科学 本科 师范 30(理)

9 音乐学 本科 师范 艺术理 12/艺术文 20

10 美术学 本科 师范 艺术理 12/艺术文 20

2.专科层次地方公费师范生。仅面向广西招生，招生计划 36

人,其中理工 17 人,文史 19 人,招生专业为小学教育（壮汉双语）。

在广西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投档录取，单列填报志愿。考生须参

加我校组织的面试且面试合格。执行广西高职高专批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3.民族班。仅面向广西招生，招生计划 55 人，单列填报志愿、

单列投档录取。

南宁师范大学 2022 年民族班招生专业(专业类）及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专业性质 招生计划 备注

1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师范 5(文) 本科第一批

2 教育学 本科 师范 2(文) 本科第一批

3 教育技术学 本科 师范 2(理) 本科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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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专业性质 招生计划 备注

4 小学教育 本科 师范 理 2/文 3 本科第一批

5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师范 5(文) 本科第一批

6 英语 本科 师范 理 2/文 2 本科第一批

7 历史学 本科 师范 3(文) 本科第一批

8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师范 4(理) 本科第一批

9 物理学 本科 师范 3(理) 本科第一批

10 化学 本科 师范 3(理) 本科第一批

11 生物科学 本科 师范 2(理) 本科第一批

12 商务英语 本科 师范 2(文) 本科第一批

13 地理科学类 本科 师范 7(理) 本科第一批

14 学前教育 本科 师范 2(文) 本科第二批

15 特殊教育 本科 师范 2(文) 本科第二批

16 自动化 本科 职师 2(理) 本科第二批

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职师 2(理) 本科第二批

4.精准专项。仅面向广西招生，招生计划 110 人，单列填报志

愿、单列投档录取。执行广西本科第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南宁师范大学 2022 年精准专项招生专业（专业类）及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性质 层次 招生计划 备注

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普通类 本科 8(理) 大类招生

2 工商管理类 普通类 本科 理 3 /文 8 大类招生

3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本科 理 2 /文 3

4 社会工作 普通类 本科 5（文）

5 学前教育 师范 本科 3（文）

6 特殊教育 师范 本科 2（文）

7 日语 普通类 本科 2（文）

8 泰语 普通类 本科 5（文）

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普通类 本科 4（理）

10 通信工程 普通类 本科 4（理）

11 自动化 师范 本科 2（理） 职教师资班

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师范 本科 4（理） 职教师资班

13 软件工程 普通类 本科 5（理）

1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普通类 本科 2（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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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性质 层次 招生计划 备注

15 数字媒体技术 普通类 本科 5（理）

16 测绘工程 普通类 本科 4（理）

1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普通类 本科 4（理）

18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普通类 本科 4（理）

19 公共事业管理 普通类 本科 5（文）

20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本科 4（理）

21 物流工程 普通类 本科 4（理）

22 金融数学 普通类 本科 5（理）

23 秘书学 普通类 本科 3（文）

24 旅游管理 普通类 本科 理 3/文 7

5.与港澳台合作办学。招生专业为与港澳台合作办学项目电子

信息工程本科专业，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合作举办，招生计划 50

人。第一、二、四学年在我校学习，学费 18000 元/生•学年，第三

学年到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研修，学费按 18000 元/生•学年缴交，其

他费用自理。

6.少数民族预科班。仅面向广西招生，招生计划 295 人，其中

免费少数民族预科班（预科 A 类）60 人，少数民族预科班（预科 B

类）235 人。

2022 年有 27 个专业在广西本科第一批次招生录取，请广西考

生在本科第一批次院校中填报志愿。

在广西本科第一批次招生录取的专业有：思想政治教育、教育

学、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英语、

翻译、历史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应用化学、生物

科学、应用心理学、应用统计学、电子信息工程、物流管理、法学、

新闻传播学类（包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地理科学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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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商务英语。

14 个本科专业按大类招生，第一学年按大类培养，第二学年开

始按分流后的专业培养。考生填报志愿时按专业类填报，无需填报

专业。

（一）地理科学类。包含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划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

（二）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包含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

（三）工商管理类。包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和文化产业

管理专业。

（四）新闻传播学类。包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和广告学专业。

（五）体育学类。包含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一）普通类专业（或专业类）录取规则

对进档考生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安排专业（或

专业类）和录取。

1.有投档排序的，按投档成绩排序位次从高位次到低位次依据

考生专业（或专业类）志愿录取。

2.无投档排序的，按以下规则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据考生专

业（或专业类）志愿录取。

文史类考生。总分（总成绩+加分分值）→总成绩（不含加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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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语文科成绩→综合科成绩→外语科成绩（不含口试成绩）→

数学科成绩。

理工类考生。总分（总成绩+加分分值）→总成绩（不含加分分

值）→数学科成绩→综合科成绩→外语科成绩（不含口试成绩）→

语文科成绩。

物理科目组考生。总分（总成绩+加分分值）→总成绩（不含加

分分值）→数学科成绩→语文科成绩→外语科成绩（不含口试成绩）

→物理科成绩→另外两门选考科目成绩之和。

历史科目组考生。总分（总成绩+加分分值）→总成绩（不含加

分分值）→语文科成绩→数学科成绩→外语科成绩（不含口试成绩）

→历史科成绩→另外两门选考科目成绩之和。

（二）有特殊要求的普通类专业（或专业类）规则录取

1.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项目

●考生须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高考成绩达到

生源省份相应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按生源所在省级招生管理部门要求填报志愿和投档。

●只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2.精准专项计划。精准专项计划仅面向广西招生，单独填报志

愿和投档，按投档成绩排序位次从高位次到低位次依据考生专业（或

专业类）志愿录取。

3.民族班计划。民族班计划仅面向广西招生，单独填报志愿和

投档，按投档成绩排序位次从高位次到低位次依据考生专业（或专

业类）志愿录取。

（三）特殊类型专业（或专业类）录取规则

1.体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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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投档排序的，按投档成绩排序位次从高位次到低位次录

取。

（2）无投档排序的，按照术科成绩（体育专业成绩）→高考文

化分（总成绩+加分分值）→高考总成绩（不含加分分值）→外语科

成绩的规则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2.艺术类

（1）我校认可生源省(区、市)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或联考成绩。

（2）我校执行生源省(区、市)艺术类专业投档规则，相同科类

考生按以下规则排序和录取：

●投档成绩有同分排序的省（区、市）。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

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据考生专业志愿录取。

●投档成绩无同分排序但有同分排位的省（区、市）。符合录取

条件的考生，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据考生专业志愿录取。如

投档成绩相同，按同分排位先后依据考生专业志愿录取。

●投档成绩无同分排序无同分排位的省（区、市）。符合录取条

件的考生，按综合分→专业总成绩→高考文化分（含加分分值）→

语文科成绩→数学科成绩→外语科成绩（不含口试成绩）排序，按

排序位次从高位次到低位次依据考生专业志愿录取。综合分按以下

办法计算。

①综合分计算办法：综合分＝高考文化分（含加分分值）×30%+

专业总成绩×（高考文化分满分/专业分满分）×70%

②未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区、市）数学科成绩按理工类考

生和文史类考生分开排序；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区、市）数学

科成绩不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

3.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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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关于高水平运动

队投档规定，投档到我校后，根据考生报考的运动项目（含小项）

按照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录取。专

业测试成绩相同，优先录取文化分高的考生；专业分和文化分相同

情况下，按以下专业测试成绩同分排序规则排序和录取：

●篮球项目专业测试成绩同分排序规则：依次按实战能力、专

项测试、体能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足球项目专业测试成绩同分排序规则：按国家统一排序规则

排定的顺序或依次按实战能力、专项技术、专项素质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排序。

●田径项目专业测试成绩同分排序规则：依次按专项项目、素

质项目 1、素质项目 2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2）优先录取国际健将、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考生。

（3）招生高水平运动队的专业，只安排专业计划，不分省份。

（四）地方公费师范生录取规则

1.本科地方公费师范生

（1）报考对象仅限广西户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不限地域，

允许跨市、县（市、区）报考。

（2）考生须在本科提前批其他类志愿栏中填报志愿，执行本科

第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其他类投档录取。

（3）根据招生政策和定向计划，按照高考成绩和考生所填志愿

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择优录取。报读公费定向培养专业的考生被录取

后，不能退档，不能转学，不能转专业，否则取消当年录取资格。

（4）如果招生政策有调整，以上级主管部门的最新政策为准。

2.专科地方公费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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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为小学教育（壮汉双语）。

（1）报考的考生仅限在我区参加 2022 年普通高考统考的广西

户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不限地域，允许跨市、县（市、区）报

考。

（2）考生须在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志愿栏填报该专业。安排

在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投档和录取。

（3）按照高考文化分（总成绩+加分分值）从高分到低分对符

合条件且报考该专业的考生进行初选，由我校组织面试。面试合格

者，根据高考文化分（总成绩+加分分值）和考生所填志愿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具体录取原则参照“普通类专业（或专业类）录取

规则”）。

（五）少数民族预科班录取规则

1.免费少数民族预科班（预科 A 类）

安排在本科第二批少数民族预科批 A 类录取，按招生考试院“本

科第二批预科 A 类（区内免费民族预科班）分民族录取指导意见”

及普通类专业录取规则录取。考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报考：

●少数民族考生。

●应届高中毕业生。

●农村户口。

●户口属于 60个老、少、边、山、穷县（市、区）的考生。

2.少数民族预科班（预科 B 类）

安排在本科第二批少数民族预科批 B 类录取，按普通类专业录

取规则录取。广西所有少数民族考生均可报考。

（六）优先录取填报专业（或专业类）志愿的考生，其次录取

填报“服从校内专业调剂”志愿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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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服从校内专业调剂”志愿的考生按以下办法录取：

1.优先录取填报“部分服从调剂”志愿的考生。按相应的专业

类型录取规则，调剂到服从调剂且有缺额计划的专业（或专业类），

如果服从调剂的专业（或专业类）均已录满，作退档处理。

2.其次录取填报“全部服从调剂”志愿的考生。按相应的专业

类型录取规则，调剂到有缺额计划的专业（或专业类），如果所有专

业（或专业类）均已录满，作退档处理。

★我校执行教育部和生源所在省份有关加分投档和降低分数投

档的规定。

★我校非外语类专业仅以英语作为公共基础外语教学，高考外

语语种为非英语的考生填报志愿时请慎重。

（一）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共同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

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体检不符合招生条件的，我校不予录取。

（二）身体健康状况及身体条件要求涉及的身高、色觉等，以

生源所在省级招生管理部门提供的考生高考体检表的体检结果为依

据。

报考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本科专业的考生，生源省（区、 市）

组织了航空服务类或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体检的，以专业体检

结论为准；未组织航空服务类或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体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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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高考体检结果为准。

（三）部分专业身体条件和年龄要求

1.报考音乐学本科专业的考生，要求男生身高 163 厘米及以上，

女生身高 152 厘米及以上。

2.报考舞蹈学本科专业的考生，要求男生身高 168 厘米及以上，

女生身高 158 厘米及以上。

3.报考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本科专业的考生，要求男生身高

172～185 厘米，女生身高 162～175 厘米；五官端正、身材匀称、

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女生双臂半袖以下部位，从 膝盖上 10

厘米处以下部位，男生双臂半袖以下部位），全身无纹身、无烟疤、

无自残型疤痕；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任何一眼 0.5 及以上（c 字表），

无色弱、夜盲、弱视和视野异常，无影响视功能的疾病、手术或者

创伤后遗症；年龄不超过二十周岁（200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4.报考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专业的考生，要求男生身高 170 厘

米及以上，女生身高 158 厘米及以上；五官端正、形象较好、 身材

匀称、口齿清晰。

5.报考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动画等本科专业的考生，要求无色盲、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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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咨询电话为固定电话的，请拨打电话时在号码前加区号 0771

序号 学院名称 所在校区 咨询电话

1 文学院 五合校区 4953585

2 法学与社会学院 五合校区 4733886 4953813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五合校区 3903980

4 外国语学院 武鸣校区 3908626

5 数学与统计学院 武鸣校区 6214028

6 物理与电子学院 武鸣校区 5650642 18877154641 13977171573

7 化学与材料学院 武鸣校区 6210705

8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武鸣校区 6226818

9 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 武鸣校区 6210057

10 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 武鸣校区 6226804

11 初等教育学院 五合校区 5624510

12 教育科学学院 五合校区 5603101

13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武鸣校区 6028938

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五合校区 4928561

15 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 武鸣校区 4733801

16 旅游与文化学院 武鸣校区 6300610

17 体育与健康学院 武鸣校区 6211022

18 美术与设计学院 武鸣校区 6095102

19 音乐与舞蹈学院 武鸣校区 6095741

20 新闻与传播学院 五合校区 3906100

21 国际教育学院 明秀校区 3127597

22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明秀校区 3130657,13132819389,18776152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