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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类 （历史）·提前批·特殊类型招生 （含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计划）

１０００１　北京大学 （１）
!!!!!!!!!!!!!!!!!!!!!!!!!!

１０００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２）
!!!!!!!!!!!!!!!!!!!!!!!!

１０００３　清华大学 （２）
!!!!!!!!!!!!!!!!!!!!!!!!!!

１０００４　北京交通大学 （３）
!!!!!!!!!!!!!!!!!!!!!!!!

１０００５　北京工业大学 （３）
!!!!!!!!!!!!!!!!!!!!!!!!

１０００７　北京理工大学 （３）
!!!!!!!!!!!!!!!!!!!!!!!!

１０００８　北京科技大学 （３）
!!!!!!!!!!!!!!!!!!!!!!!!

１０００９　北方工业大学 （３）
!!!!!!!!!!!!!!!!!!!!!!!!

１００１０　北京化工大学 （３）
!!!!!!!!!!!!!!!!!!!!!!!!

１００１９　中国农业大学 （３）
!!!!!!!!!!!!!!!!!!!!!!!!

１００２２　北京林业大学 （３）
!!!!!!!!!!!!!!!!!!!!!!!!

１００２６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４）
!!!!!!!!!!!!!!!!!!!!!!!

１００２７　北京师范大学 （４）
!!!!!!!!!!!!!!!!!!!!!!!!

１００３０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４）
!!!!!!!!!!!!!!!!!!!!!!!

１００３３　中国传媒大学 （４）
!!!!!!!!!!!!!!!!!!!!!!!!

１００３４　中央财经大学 （４）
!!!!!!!!!!!!!!!!!!!!!!!!

１００３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４）
!!!!!!!!!!!!!!!!!!!!!!

１００３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５）
!!!!!!!!!!!!!!!!!!!!!!

１００５２　中央民族大学 （５）
!!!!!!!!!!!!!!!!!!!!!!!!

１００５３　中国政法大学 （５）
!!!!!!!!!!!!!!!!!!!!!!!!

１００５６　天津大学 （５）
!!!!!!!!!!!!!!!!!!!!!!!!!!

１００５７　天津科技大学 （５）
!!!!!!!!!!!!!!!!!!!!!!!!

１００６０　天津理工大学 （５）
!!!!!!!!!!!!!!!!!!!!!!!!

１００６８　天津外国语大学 （５）
!!!!!!!!!!!!!!!!!!!!!!!

１００７０　天津财经大学 （５）
!!!!!!!!!!!!!!!!!!!!!!!!

１００７７　河北地质大学 （５）
!!!!!!!!!!!!!!!!!!!!!!!!

１００７９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５）
!!!!!!!!!!!!!!!!!!!!

１０１１０　中北大学 （５）
!!!!!!!!!!!!!!!!!!!!!!!!!!

１０１１９　太原师范学院 （５）
!!!!!!!!!!!!!!!!!!!!!!!!

１０１２０　山西大同大学 （５）
!!!!!!!!!!!!!!!!!!!!!!!!

１０１２５　山西财经大学 （６）
!!!!!!!!!!!!!!!!!!!!!!!!

１０１２７　内蒙古科技大学 （６）
!!!!!!!!!!!!!!!!!!!!!!!

１０１２９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６）
!!!!!!!!!!!!!!!!!!!!!!!

１０１４０　辽宁大学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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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２　沈阳工业大学 （６）
!!!!!!!!!!!!!!!!!!!!!!!!

１０１４５　东北大学 （６）
!!!!!!!!!!!!!!!!!!!!!!!!!!

１０１４８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６）
!!!!!!!!!!!!!!!!!!!!!!

１０１５１　大连海事大学 （６）
!!!!!!!!!!!!!!!!!!!!!!!!

１０１７３　东北财经大学 （６）
!!!!!!!!!!!!!!!!!!!!!!!!

１０１８３　吉林大学 （６）
!!!!!!!!!!!!!!!!!!!!!!!!!!

１０１８４　延边大学 （７）
!!!!!!!!!!!!!!!!!!!!!!!!!!

１０１８８　东北电力大学 （７）
!!!!!!!!!!!!!!!!!!!!!!!!

１０１９３　吉林农业大学 （７）
!!!!!!!!!!!!!!!!!!!!!!!!

１０２００　东北师范大学 （７）
!!!!!!!!!!!!!!!!!!!!!!!!

１０２０１　北华大学 （７）
!!!!!!!!!!!!!!!!!!!!!!!!!!

１０２１３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７）
!!!!!!!!!!!!!!!!!!!!!!!

１０２３１　哈尔滨师范大学 （７）
!!!!!!!!!!!!!!!!!!!!!!!

１０２４６　复旦大学 （７）
!!!!!!!!!!!!!!!!!!!!!!!!!!

１０２４８　上海交通大学 （８）
!!!!!!!!!!!!!!!!!!!!!!!!

１０２５１　华东理工大学 （８）
!!!!!!!!!!!!!!!!!!!!!!!!

１０２５２　上海理工大学 （９）
!!!!!!!!!!!!!!!!!!!!!!!!

１０２５４　上海海事大学 （９）
!!!!!!!!!!!!!!!!!!!!!!!!

１０２５５　东华大学 （９）
!!!!!!!!!!!!!!!!!!!!!!!!!!

１０２５６　上海电力大学 （９）
!!!!!!!!!!!!!!!!!!!!!!!!

１０２６４　上海海洋大学 （９）
!!!!!!!!!!!!!!!!!!!!!!!!

１０２６９　华东师范大学 （９）
!!!!!!!!!!!!!!!!!!!!!!!!

１０２７１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９）
!!!!!!!!!!!!!!!!!!!!!!!

１０２７２　上海财经大学 （９）
!!!!!!!!!!!!!!!!!!!!!!!!

１０２７６　华东政法大学 （９）
!!!!!!!!!!!!!!!!!!!!!!!!

１０２８０　上海大学 （１０）
!!!!!!!!!!!!!!!!!!!!!!!!!

１０２８４　南京大学 （１０）
!!!!!!!!!!!!!!!!!!!!!!!!!

１０２８５　苏州大学 （１０）
!!!!!!!!!!!!!!!!!!!!!!!!!

１０２８６　东南大学 （１０）
!!!!!!!!!!!!!!!!!!!!!!!!!

１０２８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０）
!!!!!!!!!!!!!!!!!!!!!

１０２８８　南京理工大学 （１１）
!!!!!!!!!!!!!!!!!!!!!!!

１０２９３　南京邮电大学 （１１）
!!!!!!!!!!!!!!!!!!!!!!!

１０２９４　河海大学 （１１）
!!!!!!!!!!!!!!!!!!!!!!!!!

１０２９５　江南大学 （１１）
!!!!!!!!!!!!!!!!!!!!!!!!!

１０３０４　南通大学 （１１）
!!!!!!!!!!!!!!!!!!!!!!!!!

１０３０７　南京农业大学 （１１）
!!!!!!!!!!!!!!!!!!!!!!!

１０３１９　南京师范大学 （１１）
!!!!!!!!!!!!!!!!!!!!!!!

１０３２７　南京财经大学 （１１）
!!!!!!!!!!!!!!!!!!!!!!!

１０３３２　苏州科技大学 （１２）
!!!!!!!!!!!!!!!!!!!!!!!

１０３３５　浙江大学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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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３７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２）
!!!!!!!!!!!!!!!!!!!!!!!

１０３３８　浙江理工大学 （１２）
!!!!!!!!!!!!!!!!!!!!!!!

１０３４５　浙江师范大学 （１２）
!!!!!!!!!!!!!!!!!!!!!!!

１０３５３　浙江工商大学 （１３）
!!!!!!!!!!!!!!!!!!!!!!!

１０３５７　安徽大学 （１３）
!!!!!!!!!!!!!!!!!!!!!!!!!

１０３５９　合肥工业大学 （１３）
!!!!!!!!!!!!!!!!!!!!!!!

１０３６４　安徽农业大学 （１３）
!!!!!!!!!!!!!!!!!!!!!!!

１０３８４　厦门大学 （１３）
!!!!!!!!!!!!!!!!!!!!!!!!!

１０３８６　福州大学 （１３）
!!!!!!!!!!!!!!!!!!!!!!!!!

１０４０６　南昌航空大学 （１３）
!!!!!!!!!!!!!!!!!!!!!!!

１０４２２　山东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２３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２５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１４）
!!!!!!!!!!!!!!!!!!!

１０４２６　青岛科技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２９　青岛理工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３４　山东农业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４５　山东师范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５９　郑州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６０　河南理工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８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８６　武汉大学 （１４）
!!!!!!!!!!!!!!!!!!!!!!!!!

１０４８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５）
!!!!!!!!!!!!!!!!!!!!!!!

１０４８８　武汉科技大学 （１５）
!!!!!!!!!!!!!!!!!!!!!!!

１０４９１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１５）
!!!!!!!!!!!!!!!!!!!

１０４９６　武汉轻工大学 （１５）
!!!!!!!!!!!!!!!!!!!!!!!

１０４９７　武汉理工大学 （１６）
!!!!!!!!!!!!!!!!!!!!!!!

１０５００　湖北工业大学 （１６）
!!!!!!!!!!!!!!!!!!!!!!!

１０５０４　华中农业大学 （１６）
!!!!!!!!!!!!!!!!!!!!!!!

１０５０７　湖北中医药大学 （１６）
!!!!!!!!!!!!!!!!!!!!!!

１０５１１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７）
!!!!!!!!!!!!!!!!!!!!!!!

１０５１２　湖北大学 （１７）
!!!!!!!!!!!!!!!!!!!!!!!!!

１０５２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１７）
!!!!!!!!!!!!!!!!!!!!!

１０５２４　中南民族大学 （１７）
!!!!!!!!!!!!!!!!!!!!!!!

１０５３２　湖南大学 （１７）
!!!!!!!!!!!!!!!!!!!!!!!!!

１０５３３　中南大学 （１８）
!!!!!!!!!!!!!!!!!!!!!!!!!

１０５３４　湖南科技大学 （１８）
!!!!!!!!!!!!!!!!!!!!!!!

１０５３６　长沙理工大学 （１８）
!!!!!!!!!!!!!!!!!!!!!!!

１０５３７　湖南农业大学 （１８）
!!!!!!!!!!!!!!!!!!!!!!!

１０５３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１８）
!!!!!!!!!!!!!!!!!!!!!

１０５４２　湖南师范大学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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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４５　湘南学院 （１９）
!!!!!!!!!!!!!!!!!!!!!!!!!

１０５５８　中山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５９　暨南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６０　汕头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６１　华南理工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６４　华南农业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７４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７８　韩山师范学院 （１９）
!!!!!!!!!!!!!!!!!!!!!!!

１０５８９　海南大学 （１９）
!!!!!!!!!!!!!!!!!!!!!!!!!

１０５９０　深圳大学 （２０）
!!!!!!!!!!!!!!!!!!!!!!!!!

１０５９２　广东财经大学 （２０）
!!!!!!!!!!!!!!!!!!!!!!!

１０５９３　广西大学 （２０）
!!!!!!!!!!!!!!!!!!!!!!!!!

１０６０２　广西师范大学 （２０）
!!!!!!!!!!!!!!!!!!!!!!!

１０６０３　南宁师范大学 （２０）
!!!!!!!!!!!!!!!!!!!!!!!

１０６０８　广西民族大学 （２０）
!!!!!!!!!!!!!!!!!!!!!!!

１０６１０　四川大学 （２０）
!!!!!!!!!!!!!!!!!!!!!!!!!

１０６１１　重庆大学 （２１）
!!!!!!!!!!!!!!!!!!!!!!!!!

１０６１３　西南交通大学 （２１）
!!!!!!!!!!!!!!!!!!!!!!!

１０６１４　电子科技大学 （２１）
!!!!!!!!!!!!!!!!!!!!!!!

１０６１９　西南科技大学 （２１）
!!!!!!!!!!!!!!!!!!!!!!!

１０６２３　西华大学 （２２）
!!!!!!!!!!!!!!!!!!!!!!!!!

１０６３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 （２２）
!!!!!!!!!!!!!!!!!!!!!!

１０６３５　西南大学 （２２）
!!!!!!!!!!!!!!!!!!!!!!!!!

１０６３７　重庆师范大学 （２２）
!!!!!!!!!!!!!!!!!!!!!!!

１０６４２　重庆文理学院 （２２）
!!!!!!!!!!!!!!!!!!!!!!!

１０６５１　西南财经大学 （２２）
!!!!!!!!!!!!!!!!!!!!!!!

１０６５２　西南政法大学 （２２）
!!!!!!!!!!!!!!!!!!!!!!!

１０６５７　贵州大学 （２３）
!!!!!!!!!!!!!!!!!!!!!!!!!

１０６７３　云南大学 （２３）
!!!!!!!!!!!!!!!!!!!!!!!!!

１０６７６　云南农业大学 （２３）
!!!!!!!!!!!!!!!!!!!!!!!

１０６８９　云南财经大学 （２３）
!!!!!!!!!!!!!!!!!!!!!!!

１０６９７　西北大学 （２３）
!!!!!!!!!!!!!!!!!!!!!!!!!

１０６９８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３）
!!!!!!!!!!!!!!!!!!!!!!!

１０６９９　西北工业大学 （２３）
!!!!!!!!!!!!!!!!!!!!!!!

１０７００　西安理工大学 （２４）
!!!!!!!!!!!!!!!!!!!!!!!

１０７０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２４）
!!!!!!!!!!!!!!!!!!!!!

１０７０２　西安工业大学 （２４）
!!!!!!!!!!!!!!!!!!!!!!!

１０７０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２４）
!!!!!!!!!!!!!!!!!!!!!

１０７１０　长安大学 （２４）
!!!!!!!!!!!!!!!!!!!!!!!!!

１０７１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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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１８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４）
!!!!!!!!!!!!!!!!!!!!!!!

１０７３０　兰州大学 （２５）
!!!!!!!!!!!!!!!!!!!!!!!!!

１０７３２　兰州交通大学 （２５）
!!!!!!!!!!!!!!!!!!!!!!!

１０７４２　西北民族大学 （２５）
!!!!!!!!!!!!!!!!!!!!!!!

１０７４９　宁夏大学 （２５）
!!!!!!!!!!!!!!!!!!!!!!!!!

１０７５５　新疆大学 （２５）
!!!!!!!!!!!!!!!!!!!!!!!!!

１０８５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２５）
!!!!!!!!!!!!!!!!!!!!!

１０８７８　安徽建筑大学 （２５）
!!!!!!!!!!!!!!!!!!!!!!!

１１０４７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２５）
!!!!!!!!!!!!!!!!!!!

１１０５９　合肥学院 （２５）
!!!!!!!!!!!!!!!!!!!!!!!!!

１１０６５　青岛大学 （２６）
!!!!!!!!!!!!!!!!!!!!!!!!!

１１０７２　江汉大学 （２６）
!!!!!!!!!!!!!!!!!!!!!!!!!

１１０７５　三峡大学 （２６）
!!!!!!!!!!!!!!!!!!!!!!!!!

１１０７８　广州大学 （２６）
!!!!!!!!!!!!!!!!!!!!!!!!!

１１０７９　成都大学 （２６）
!!!!!!!!!!!!!!!!!!!!!!!!!

１１１００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２６）
!!!!!!!!!!!!!!!!!!!!!

１１１１７　扬州大学 （２６）
!!!!!!!!!!!!!!!!!!!!!!!!!

１１３１８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２６）
!!!!!!!!!!!!!!!!!!!!!

１１４０６　甘肃政法大学 （２６）
!!!!!!!!!!!!!!!!!!!!!!!

１１４１４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２６）
!!!!!!!!!!!!!!!!!!!

１１４１５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２６）
!!!!!!!!!!!!!!!!!!!

１１４１７　北京联合大学 （２６）
!!!!!!!!!!!!!!!!!!!!!!!

１１４３７　长春工程学院 （２７）
!!!!!!!!!!!!!!!!!!!!!!!

１１４８２　浙江财经大学 （２７）
!!!!!!!!!!!!!!!!!!!!!!!

１１５３５　湖南工业大学 （２７）
!!!!!!!!!!!!!!!!!!!!!!!

１１５５１　重庆科技学院 （２７）
!!!!!!!!!!!!!!!!!!!!!!!

１１５６０　西安财经大学 （２７）
!!!!!!!!!!!!!!!!!!!!!!!

１１６００　湖北经济学院 （２７）
!!!!!!!!!!!!!!!!!!!!!!!

１１６４６　宁波大学 （２７）
!!!!!!!!!!!!!!!!!!!!!!!!!

１１６６４　西安邮电大学 （２７）
!!!!!!!!!!!!!!!!!!!!!!!

１１７９９　重庆工商大学 （２７）
!!!!!!!!!!!!!!!!!!!!!!!

１１８４５　广东工业大学 （２７）
!!!!!!!!!!!!!!!!!!!!!!!

１２８０２　吉利学院 （民办） （２８）
!!!!!!!!!!!!!!!!!!!!!

１９０２７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校区） （２８）
!!!!!!!!!!!!!!!!!

１９３５９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２８）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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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将军

路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７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将军

路校区

１０２８８　南京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社会工作
　００３　英语

　００４　公共事业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２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南京校区

１０２９３　南京邮电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广告学
　００２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经济统计学专业

　００３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２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仙林校区

１０２９４　河海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人力资源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５７２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第一、

三、四学年江宁校区，第二学年常

州校区

１０２９５　江南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９　小学教育（师范）
　　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蠡湖

校区

１０３０４　南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师范）
　００２　新闻学
　００３　汉语国际教育
　００４　法学
　００５　行政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７　工商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８　会计学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９　小学教育（师范）
　０１０　体育教育（师范）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不招色盲色弱

　０１１　秘书学
　０１２　学前教育（师范）

不招色盲色弱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江苏

省南通市

１０３０７　南京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１　风景园林

（学费：６３８０元／学年）
　００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３　农林经济管理

（学费：５７２０元／学年）
　００４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专业

　００５　公共管理类
（学费：５７２０元／学年）
含土地资源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

管理专业

　００６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英语
外语语种：英语

　００８　日语
　００９　社会学类

含法学、社会学、旅游管理、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０１０　文化遗产
　０１１　金融学
　０１２　会计学
　０１３　投资学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江苏

省南京市

１０３１９　南京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师范）
　　学制：４年；学费：５８３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

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仙林校区

１０３２７　南京财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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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１０３３２　苏州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工商管理
　００３　旅游管理
　００４　物流管理
　００５　金融工程
　００６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７　广播电视学
　００８　人力资源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２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石湖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化学或地理

　００１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石湖

校区

１０３３５　浙江大学 ２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学、

哲学、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

学专业

　００２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００３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专业

　００５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学、会

计学、工商管理、社会学、农

林经济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法学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３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

地点：校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６　行政管理（５年）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住宿费：
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

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专业组７０３ 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４　社会科学试验班 ２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学、会

计学、工商管理、社会学、农

林经济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法学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３３７　浙江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朝晖

校区

１０３３８　浙江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６　经济与贸易类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

办学地点：下沙校区

　００７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

办学地点：下沙校区

　００８　法学

　００９　新闻传播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传播学专业

　０１０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社会工作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临平

校区

１０３４５　浙江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会计

学、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专业

　００２　经济与贸易类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

　００３　法学类
含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法学

专业

　００５　小学教育（师范）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００６　体育教育（师范）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００７　汉语言文学（师范）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００８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师范）、日语、翻译

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地理

　００９　地理科学（师范）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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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４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３５３　浙江工商大学
专业组７０４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哲学
　００２　经济学类

含数字经济、经济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

　００３　经济统计学
　００４　金融学类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含金融学、投资学、金融工程

专业

　００５　保险学
　００６　法学类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含法学、知识产权专业

　００７　社会工作
　００８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９　法语

外语语种：英语、法语

　０１０　阿拉伯语
外语语种：英语

　０１１　日语
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０１２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新闻学、网络与新

媒体专业

　０１３　历史学
　０１４　工商管理类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国际商务专业

　０１５　会计学
（学费：６０９５元／学年）

　０１６　公共管理类
含慈善管理、行政管理、土地

资源管理、文化产业管理

专业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１７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业

　０１８　外国语言文学类
外语语种：英语

含英语、商务英语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３５７　安徽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新闻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磬苑

校区

１０３５９　合肥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合肥

校区

１０３６４　安徽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土地资源

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９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３８４　厦门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３　旅游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５４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

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思明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４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１
含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

语、西班牙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４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外语语种：英语；

办学地点：思明校区

１０３８６　福州大学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
　００２　市场营销
　００３　物流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４　英语
外语语种：英语

　００５　德语
　００６　日语
　００７　法学
　００８　社会学
　００９　汉语言文学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４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福州

市旗山校区

１０４０６　南昌航空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学费：４７９０元／学年）
　００３　新闻学
　００４　公共事业管理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２７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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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前湖

校区

１０４２２　山东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３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００４　工商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８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校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１
含英语、俄语（俄英双语）、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

朝鲜语（朝英双语）、翻译

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１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４２３　中国海洋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崂山

校区

１０４２５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会计学
　００２　经济学
　００３　市场营销
　００４　法学
　００５　汉语言文学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６０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青岛校区

１０４２６　青岛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市场营销
　　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

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崂山校区

１０４２９　青岛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市场营销
（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

　００２　社会工作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６２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嘉陵

江路校区

１０４３４　山东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００２　工商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待定；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

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山

东省泰安市

１０４４５　山东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学制：４年；学费：待定；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

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山东省济

南市

１０４５９　郑州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教育学
　００３　应用心理学
　００４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５　工商管理

　００６　体育教育
（学费：５０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哲学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主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１　新闻学
　　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主

校区

１０４６０　河南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００２　工商管理
　００３　人力资源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４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校本部

１０４８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经济与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郑东

校区

１０４８６　武汉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７　外国语言文学类
（学费：４５００元／学年）
含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

班牙语、俄语、翻译专业

因用人单位可能对考生身体

素质有要求，请口吃的考生

慎重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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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９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

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

（含国际金融试验班）、保险

学（含精算试验班）专业

含经济学国家拔尖学生培养

基地

　０１４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

学、传播学专业

含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

　０１７　法学
含国际法试验班；卓越法学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０１８　人文科学试验班（弘毅学
堂）

（学费：４５００元／学年）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

学类（含哲学、国学）专业

含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２．０基地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８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４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

含中国语言文学国家拔尖学

生培养基地

　００５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专业

含历史学国家拔尖学生培养

基地

　００６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

班牙语、俄语、翻译专业

因用人单位可能对考生身体

素质有要求，请口吃的考生

慎重报考

　００８　经济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含经济学、金融工程、国际经

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

（含国际金融试验班）、保险

学（含精算试验班）专业

含经济学国家拔尖学生培养

基地

　０１０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０１２　社会学（知行试验班）

　０１３　哲学类

含哲学（含哲学博睿班、现代

哲学国际班）、宗教学专业

含哲学国家拔尖学生培养

基地

　０１５　新闻传播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

学、传播学专业

含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

　０１６　法学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含国际法试验班；卓越法学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３ 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１　社会学（知行试验班）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４８７　华中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公共事业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４８８　武汉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足球）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特殊要求：不招

色盲色弱；办学地点：黄家湖校区

１０４９１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公共管理类（文法）
含法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

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４９６　武汉轻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
含工商管理（大数据创新与

管理）、会计学专业

　００２　行政管理
　００３　物流管理

新文科试点专业

　００４　旅游管理（数字文旅）
　００５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６　金融学（大数据金融实验

班）

（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护理学
　００９　健康服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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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０　外国语言文学类
外语语种：英语

含英语、翻译专业

　０１１　汉语言文学
　０１２　文化产业管理（新媒体与数

字文化创意）

（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化学

　００８　康复治疗学
　　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４９７　武汉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创业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５００　湖北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会计学、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８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５０４　华中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２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

　００４　法学
　００６　广告学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００８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

（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００９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专业

　０１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外语语种：英语

含英语、商务英语专业

　０１４　公共管理类
含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４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

　００３　法学
　００５　广告学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００７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

（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０１０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专业

　０１２　外国语言文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外语语种：英语

含英语、商务英语专业

　０１３　公共管理类
含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５０７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６　护理学
（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助产学
　００８　市场营销
　００９　公共事业管理
　０１０　国际商务
　０１１　物流管理
　０１２　保险学
　０１３　公共事业管理（医事法学）
　０１４　应用心理学
　０１５　汉语国际教育
　０１６　药事管理
　０１７　英语
　０１８　商务英语
　０１９　运动康复
　０２０　健康服务与管理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化学或生物学

　００１　中医学（５年）
　００２　中医学（美容与康复）（５年）
　００３　针灸推拿学（５年）
　００４　针灸推拿学（针刀）（５年）
　００５　中医骨伤科学（５年）
　　以上专业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
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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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１０５１１　华中师范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５　教育学类
含教育学、学前教育、融合教

育专业

　０１６　法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含法学、法学（法学经济学交

叉班）专业

　０１７　日语
　０１８　俄语
　０１９　法语
　０２０　朝鲜语（韩语）
　０２１　西班牙语
　０２２　旅游管理
　０２４　信息资源管理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０２５　电子商务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０２７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会计教育、经济学（法学经

济学交叉班）、经济学（数学

经济学交叉班）专业

　０２８　体育教育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地理

　０２３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

息科学、地理科学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３ １
再选：不限

　０２６　经济学类 １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会计教育、经济学（法学经

济学交叉班）、经济学（数学

经济学交叉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５１２　湖北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师范）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阳逻

校区

１０５２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５　法学类 １
含法学、法学（民商法）、法

学（涉外法治）、法学（政府

法治）、法学（刑事司法）、知

识产权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８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南湖

校区

１０５２４　中南民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法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含法学、知识产权专业

　００３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００４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１　政治学与行政学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

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１０５３２　湖南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２　法学
　００４　工商管理
　００５　会计学
　００６　行政管理
　００７　城市管理
　００８　金融学
　００９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专业

　０１１　英语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外语语种：英语

　０１３　日语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０１４　汉语言文学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０１６　新闻传播学类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含新闻学、广告学专业

　０１８　历史学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不限

　００３　工商管理
　０１０　国际经济与贸易（实验班）
　０１７　新闻传播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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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含新闻学、广告学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专业组７０４ 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５　新闻传播学类 １
含新闻学、广告学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６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１０５３３　中南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汉语言文学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００３　数字出版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００４　英语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００５　法语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００６　西班牙语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８　金融学
　００９　工商管理
　０１０　会计学
　０１１　法学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５３４　湖南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２　会计学

（学费：５０００元／学年）
　００３　体育教育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湘潭市

１０５３６　长沙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会计学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２　人力资源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３　法学
　００４　新闻学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００５　英语

（学费：４５００元／学年）
　００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７　金融学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８　市场营销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０９　数字经济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１０　工商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０１１　网络与新媒体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１０５３７　湖南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００２　体育教育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０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湖南省长沙市

１０５３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５９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１０５４２　湖南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教育学（师范）
　００２　特殊教育（师范）
　００３　心理学（师范）
　００４　汉语言文学（师范）
　００５　历史学（师范）
　００６　法学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行政管理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０１０　经济学类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

　０１１　工商管理类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

　０１２　旅游管理类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专业

　０１３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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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朝

鲜语、葡萄牙语、翻译专业

　０１６　土地资源管理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０１７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学费：６５００元／学年）

　０１８　体育教育（师范）
　０１９　运动人体科学

（学费：６５００元／学年）
　０２０　新闻传播学类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含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告

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化学或地理

　０１４　地理科学（师范）
　０１５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学费：６５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８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００９　政治学与行政学

（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湖南

省长沙市

１０５４５　湘南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２　体育教育

不招色盲色弱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王仙

岭校区

１０５５８　中山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３　公共事业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６０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南校园

１０５５９　暨南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２　新闻学
　００３　广告学
　００４　广播电视学
　００５　金融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００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二沙班）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００７　财政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００８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００９　体育教育
（学费：６８５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６０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石牌

校区

１０５６０　汕头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８３　行政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１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东

校区

１０５６１　华南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６０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广

州市

１０５６４　华南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３９３　法学
　３９５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６０６１元／学年；住宿费：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元／学年；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
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１０５７４　华南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１５２　运动训练
　　学制：４年；学费：６８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８００～１６００元／学年；
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

学地点：大学城校区

１０５７８　韩山师范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５１６　法学
　５１７　体育教育

不招色盲色弱

（学费：５１９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９０元／学
年；住宿费：６５０～１６００元／学年；
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

学地点：校本部

１０５８９　海南大学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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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酒店管理专业

办学地点：第一学期城西校

区，第二学期至第八学期观

澜湖校区

　００２　农林经济管理
　００３　法学
　００４　金融学
　００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７　会计学
　００８　行政管理
　００９　工商管理
　０１０　传播学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第一

学年城西校区，第二学年至第四学

年海甸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４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

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海甸校区

１０５９０　深圳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５０１　工商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１０元／学
年；住宿费：８００～１５００元／学年；
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

学地点：丽湖校区

１０５９２　广东财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５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１２００～１６００元／学年；
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

学地点：第一、二学年佛山校区，

第三、四学年广州校区

１０５９３　广西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２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专业

　００３　公共事业管理
（学费：５９５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４５１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６０２　广西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特殊要求：不招

色盲色弱；办学地点：雁山校区

１０６０３　南宁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思想政治或地理

　００２　旅游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９８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武鸣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生物学

　００１　体育学类
含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１９６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武鸣

校区

１０６０８　广西民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３　行政管理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００４　法学
　００５　社会学
　００６　体育教育（师范）

不招色盲色弱

办学地点：思源湖校区

　００７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办学地点：思源湖校区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相思

湖校区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１　政治学与行政学
　００２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具体培养模式请查看学校

网站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０５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相思湖校区

１０６１０　四川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国民经济管理、财政学专业

　００３　法学
　００４　汉语言文学（基地班）
　００５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

　００６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

媒体专业

　００７　英语
外语语种：英语

　００９　日语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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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语种：英语、日语

　０１０　俄语
外语语种：英语、俄语

　０１１　法语
外语语种：英语、法语

　０１２　西班牙语
外语语种：英语、西班牙语

　０１３　历史学（基地班）
　０１４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专业

　０１５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专业

　０１６　哲学
　０１７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０１８　档案学
　０１９　信息资源管理
　０２０　社会工作
　０２１　会计学

只录取有专业志愿考生

培养ＡＣＣＡ人才
　０２２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４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专业组７０７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２　国际政治
　０２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４４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专业组７０８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８　英语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４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外语语种：英语；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１０６１１　重庆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人文科学试验班（法学新闻类）
（学费：５６２５元／学年）
含法学、新闻学、广播电视

学、知识产权专业

　００２　外国语言文学类
（学费：６８７５元／学年）
含英语、德语、日语专业

　００３　人文科学试验班（博雅类）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

专业

办学地点：Ａ区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虎溪

校区

１０６１３　西南交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３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广告学专业

　００７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

语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５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

地点：犀浦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２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广告学专业

　００５　应用心理学
　００６　汉语国际教育
　００８　法学

办学地点：九里校区

　０１０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九里校区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犀浦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４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犀浦校区

　００９　政治学与行政学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九里

校区

１０６１４　电子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法学

专业

培养公共管理与法律复合

人才

　００２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日语、法语、翻译

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４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１０６１９　西南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

　００３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特征 要 求：男 生 身 高 ≥
１６８ｃｍ，女生身高≥１５８ｃｍ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４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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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青义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２　思想政治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４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青义

校区

１０６２３　西华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财务管理
　００２　工商管理
　００３　社会工作
　００４　体育教育
　００５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

　００６　法学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３７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校本部

１０６３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运动康复
　　学制：４年；学费：４１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特征要求：不招

色盲色弱，转氨酶正常；办学地点：

校本部

１０６３５　西南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３　公共管理类 １
含行政管理、哲学、文化产业

管理、社会工作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北碚

校区

１０６３７　重庆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９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大学

城校区

１０６４２　重庆文理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４３７５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红河

校区

１０６５１　西南财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金融学类
（学费：４６００元／学年）
含金融学、金融学（证券与期

货）、金融工程、投资学、信用

管理专业

　００２　金融学类（保险）
（学费：４６００元／学年）
含保险学、保险学（财务与会

计双语实验班）、保险学（精

算双语实验班）专业

　００３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数字化管理）、

市场营销（大数据营销）、旅

游管理（数字文旅）、供应链

管理（供应链金融与智慧商

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００４　工商管理（双语实验班）
（学费：８０００元／学年）

　００５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
（学费：４６００元／学年）
含会计学（大数据会计）、财

务管理（智能财务）、审计学

（大数据审计）专业

　００６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
化）

（学费：４６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专业

　００８　法学
　００９　外国语言文学类

（学费：４６００元／学年）
外语语种：英语

含英语、商务英语专业

　０１０　经济与贸易类
（学费：８０００元／学年）
含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

班）专业

　０１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专业

　０１２　汉语言文学（文创实验班）
　０１３　新闻学（数字传播实验班）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４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柳林

校区

１０６５２　西南政法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６　法学
　００８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

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６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渝北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５　侦查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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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高水平运动队；特殊要求：不招

色盲色弱；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专业组７０３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７　法学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５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渝北

校区

１０６５７　贵州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旅游管理
　００３　新闻学
　００４　经济学
　００５　工商管理
　００７　休闲体育
　００８　体育教育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９２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校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或地理

　００６　行政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４９２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３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９　新闻学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４９２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６７３　云南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３４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呈贡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经济学类 １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具体培养模式请查看学校

网站

　　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呈贡

校区

１０６７６　云南农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３４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６８９　云南财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财务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龙泉

路校区

１０６９７　西北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公共管理类 １
含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长安

校区

１０６９８　西安交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３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法语、日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地点：兴庆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２　文科试验班类
含汉语言文学、网络与新媒

体、哲学、法学（卓越复合

班）、社会学、法学（丝路涉

外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艺术团；办学地点：兴庆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３
再选：不限

　００４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法语、日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兴庆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４
再选：思想政治

　００１　文科试验班类
含汉语言文学、网络与新媒

体、哲学、法学（卓越复合

班）、社会学、法学（丝路涉

外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兴庆

校区

１０６９９　西北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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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１０７００　西安理工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

　００２　英语
外语语种：英语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４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曲江

校区

１０７０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外国语言文学类（新文科国
际语言与电子信息交叉融合

培养）

外语语种：英语

含英语、日语、翻译专业

　００２　中国语言文学类（新人文学
科与电子信息融合培养）

含哲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南

校区

１０７０２　西安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学费：５４００元／学年）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国际

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专业

　００２　体育教育
　００３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１０７０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３　汉语国际教育
　００４　英语
　００５　公共管理类

（学费：５４００元／学年）
含文化产业管理、国际经济

与贸易、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００６　城市管理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草堂

校区

１０７１０　长安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学专业

　００２　法学
　００３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专业

　００４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５５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主校区

１０７１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

　００３　公共管理类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含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

业管理专业

　００４　英语
外语语种：英语

　００５　汉语国际教育
　００６　俄语
　０１３　工商管理类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含市场营销、土地资源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会

计学专业

　０１４　经济学类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４
再选：化学或生物学

　００７　农学（农学类）
不招色盲色弱

　００８　植物保护
不招色盲色弱

　００９　园艺（园艺类）
不招色盲色弱

　０１０　草业科学
　０１１　林学类

不招色盲色弱

含林学、森林保护专业

　０１２　园林
不招色盲色弱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６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７１８　陕西师范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１　中国语言文学类 １
含汉语言文学（师范）、秘书

学、汉语言文学（拔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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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７３０　兰州大学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生物学或地理

　００５　工商管理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

场营销、会计学、人力资源管

理、行政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特征要求：不招

单色识别不全者；办学地点：甘肃

省兰州市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或地理

　００２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３　新闻传播学类

（学费：５５００元／学年）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甘肃

省兰州市

专业组７０３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经济学类 １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金融工程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特征要求：不招

单色识别不全者；办学地点：甘肃

省兰州市

１０７３２　兰州交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会计学

　　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甘肃

省兰州市

１０７４２　西北民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００２　体育教育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３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榆中校区

１０７４９　宁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文秘）
（学费：４４００元／学年）

　００２　法学
（学费：４４００元／学年）

　００３　行政管理
　００４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

　００５　经济学
　００６　小学教育（师范）

（学费：４４００元／学年）
　００７　体育教育（师范）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４８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化学或地理

　００８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

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８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０７５５　新疆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维
吾尔语言）

　００２　法学
（学费：３８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３１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红湖

校区

１０８５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松江

校区

１０８７８　安徽建筑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００３　劳动与社会保障
　００４　土地资源管理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９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北校区

１１０４７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金融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上川

路校区

１１０５９　合肥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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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制：４年；学费：４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０６５　青岛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００２　汉语言文学
　００３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金家岭校区

　００４　旅游管理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待定；住宿
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浮山校区

１１０７２　江汉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２　体育教育
　００３　教育学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００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校本部

１１０７５　三峡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人力资源管理
　００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０３　金融学
　００４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专业

　００５　外国语言文学类
（学费：５８５０元／学年）
外语语种：英语、日语、法语

含英语、法语、日语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１１０７８　广州大学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不限

　４９８　行政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６０６０元／学
年；住宿费：１０００元／学年；特殊
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

点：大学城校区

１１０７９　成都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３７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１００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

育、秘书学专业

　００２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专业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６２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三亚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生物学

　００３　体育学类
含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

闲体育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６２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三亚

校区

１１１１７　扬州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７２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江苏

省扬州市

１１３１８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００２　体育教育（师范）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４７９０元／学年；住宿费：待定；特
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

地点：红角洲校区

１１４０６　甘肃政法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４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４１４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

销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４１５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法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４１７　北京联合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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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１　工商管理
　　学制：４年；学费：４２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北四

环校区

１１４３７　长春工程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财务管理
　００２　工商管理
　００３　市场营销

（学费：４１８０元／学年）
　００４　英语

（学费：５０００元／学年）
办学地点：湖西校区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２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湖东校区

１１４８２　浙江财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浙江

省杭州市

１１５３５　湖南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４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５５１　重庆科技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汉语言文学
　　学制：４年；学费：４６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校

本部

１１５６０　西安财经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５　会计学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５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长安

校区

１１６００　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投资学、保险学专业

　００２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

　００３　会计学
　００４　法学
　００５　新闻传播学类

（学费：４０００元／学年）
含新闻学（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２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１１６４６　宁波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行政管理
　００２　工商管理

（学费：６０００元／学年）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５３００元／学年；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

运动队；办学地点：校本部

１１６６４　西安邮电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工商管理
　００２　市场营销
　００３　会计学

（学费：５４００元／学年）
　００４　财务管理
　００５　物流管理

（学费：５４００元／学年）
　００６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００７　网络与新媒体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以上专业除有说明外，其他专
业学制：４年；学费：５０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雁塔

校区

１１７９９　重庆工商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２　体育教育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南岸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再选：思想政治或地理

　００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

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江北

校区

１１８４５　广东工业大学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１１７　工商管理
　１１８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１９　经济学
　　以上专业学制：４年；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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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０元／学年；住宿费：１７００元／学
年；特殊招生：只招高水平运动队；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备注：具体培

养模式和学习费用请查看学校网站

１２８０２　吉利学院 （民办）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运动康复
　　学制：４年；学费：２６８００元／
学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

只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成

都校区

１９０２７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校区）

１
专业组７０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５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历史学专业

　　学制：４年；学费：４８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地点：珠海

校区

专业组７０２ １
再选：不限

　０１４　学前教育（国家公费师范
生） １
国家公费师范生入学前需

与学校和广东省教育厅签

订《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

　　学制：４年；学费：免费；住

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招高校

专项计划；特征要求：不招色盲色

弱，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办学地

点：珠海校区

１９３５９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１
专业组７０１ １
再选：不限

　００１　经济学 １
　　学制：４年；学费：５５００元／学
年；住宿费：待定；特殊招生：只

招高校专项计划；办学地点：宣城

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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