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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 2014 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教育部和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招生考试中心有关文件

精神和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 2014年招生章程。 

第二条 学校名称：山西师范大学 

    院校代码：10118 

    办学性质：公办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形式：全日制 

学校地址：校本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贡院街 1号 

体育学院：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东路 355号 

                      临汾学院：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南 18号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山西师范大学设立本专科招生工作领导组，负责制定招生政策

和招生计划，讨论决定招生重大事宜。 

第四条  山西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

构，具体负责山西师范大学的本、专科招生工作。招生办公室设在学生处。 

第五条 山西师范大学纪委、监察室、工会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六条  山西师范大学执行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计划总数，并通过各省级

招生主管部门、学校招生简章、学校网站等形式向考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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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对报考率不足 20%的专业，下一年度可停止招生；对报考率不

足 50%的专业，可以调配到该专业当年招生计划的 80%，剩余计划调整到第

一专业志愿报考率超过 100%的专业。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八条 学校实行“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统

考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

优录取的原则”录取学生。 

第九条 山西师范大学对考生体检的要求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学校体育类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和旅游管理专业

要求：男性身高不低于 170厘米，女性身高不低于 160厘米，播音与主持艺

术（空中乘务方向）专业要求：男性身高 175厘米～185厘米，女性身高 162

厘米～175厘米。 

学校舞蹈学专业分男女比例。 

第十条：免费师范生录取 

我校 2014年在山西省继续实施免费师范生教育计划 500名，分地市分

科类计划如下（具体分专业计划表请查询我校招生信息网或填报志愿指南）： 

 文史类 理工类 体育教育 音乐学 美术学 合  计 

太原市 17 18 3 3 3 44 

大同市 17 20 3 3 3 46 

忻州市 11 16 2 2 2 33 

朔州市 15 16 2 2 2 37 

吕梁市 18 17 2 3 3 43 

晋中市 19 27 4 3 3 56 

阳泉市 9 11 2 2 1 25 

长治市 20 30 2 3 3 58 

晋城市 14 18 2 2 2 38 

临汾市 18 28 4 4 4 58 

运城市 23 27 4 4 4 62 

合计 181 228 30 31 3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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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免费师范生的考生进档后分生源地市按各科类计划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分专业进行录取； 

1、文史类、理工类专业录取： 

初次投档的进档考生专业录取采用专业志愿优先方式。 

专业志愿优先即对同一专业志愿顺序的考生根据计划按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考生成绩并列时根据拟录取专业参考相关科目成绩择

优录取。同一专业志愿顺序考生未被录取，不得录取下一专业志愿考生；对

同一专业志愿顺序考生录取后，计划未满有缺额，按下一专业志愿顺序根据

成绩从高到低录取，依次重复操作，直至处理完所有志愿。对未被所报专业

志愿录取，同时又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参照考生所填报的相关专业志愿，

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不能满足专业志愿又不服从专业调剂的作退

档处理。 

后续投档的进档考生专业录取采用分数优先方式。 

2、艺术类专业录取 

文化考试成绩（包括外语成绩）及专业考试成绩均达到本专业相应录取

批次规定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 

音乐学： 

分生源地市按专业计划数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美术学： 

按文化成绩投档，进档考生分生源地市按专业计划数按文化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 

3、体育类专业录取 

文化考试成绩及专业考试成绩均达到本专业相应录取批次规定控制分

数线的考生中，分生源地市按专业计划数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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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非免费师范生录取原则 

一、文史类、理工类专业录取： 

（1）文史类、理工类专业总成绩在投档分数线上 10分以内的考生，划

定单科成绩分数线（文科要求语文、外语成绩；理科要求数学、外语成绩）。 

文史类、理工类总成绩高于投档分数线 10分以上的考生不划定单科分

数线。 

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要求外语考试语种为英语或日语，且须参加外语口

试，外语单科笔试、口试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线即为单科成绩合格。 

我校公共外语只开设英语。 

（2）对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 

初次投档的进档考生专业录取采用专业志愿优先方式。 

专业志愿优先即对同一专业志愿顺序的考生根据计划按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考生成绩并列时根据拟录取专业参考相关科目成绩择

优录取。同一专业志愿顺序考生未被录取，不得录取下一专业志愿考生；对

同一专业志愿顺序考生录取后，计划未满有缺额，按下一专业志愿顺序根据

成绩从高到低录取，依次重复操作，直至处理完所有志愿。对未被所报专业

志愿录取同时又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参照考生所填报的相关专业志愿，按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不能满足专业志愿又不服从专业调剂的作退档

处理。 

后续投档的进档考生专业录取采用分数优先方式。 

（3）对非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 

一志愿投档的进档考生专业录取采用专业志愿优先方式。 

非第一志愿投档的进档考生专业录取采用分数优先方式。 

 

部分专业实行按类招生，每个专业类包含若干个不同专业，其中部分专

业类同时包含师范专业和非师范专业。被按类招生专业录取的考生，根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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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兴趣、专业培养需要和相关专业分流规定，将在大学二年级初或二年级末

分选具体专业。按类招生的有： 

化学类：包括化学、材料化学； 

生物科学类：包括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二、艺术类专业录取 

文化考试成绩（包括外语成绩）及专业考试成绩均达到生源所在省相应

录取批次规定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 

音乐学： 

分行当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声乐 8人，钢琴 8人，

器乐 16人（单簧管、双簧管、长笛、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贝斯、小

号、长号、打击乐、扬琴、古筝、二胡、竹笛、唢呐、琵琶各 1人，若以上

项目一志愿生源不足有缺额，则将计划依次调整到钢琴、声乐）。 

舞蹈学： 

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限招男性 12人，女性 20人。 

美术学： 

按专业成绩投档，进档考生按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按专业成绩投档，进档考生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书法学: 

按专业成绩投档，进档考生按文化成绩与专业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录

取。 

广播电视编导： 

山西省内考生文化成绩按普通文理科第一批本科最低控制线的 85%划

线，按文化成绩投档，进档考生按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之和择优录取。山西

省外考生按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之和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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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 

按专业成绩投档，进档考生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综合成

绩=（文化成绩÷750×100）×0.5+（专业成绩×0.5））。 

播音与主持艺术（空中乘务方向）： 

进档考生按文化成绩与校考专业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表演： 

按专业成绩投档，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戏剧与影视文学：  

考生文化成绩按普通文理科第一批本科最低控制线的 85%划线，按文化

成绩投档，进档考生按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之和择优录取。 

 

各艺术类的专业测试成绩总分在全省前三名的考生，外语不规定最低分

数线。 

三、体育类专业录取 

文化考试成绩及专业考试成绩均达到生源所在省本专业相应录取批次

规定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 

1．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第一志愿采用专业优先录取方式。 

3．第一志愿考生录取结束后，若仍未完成录取计划，录取非第一志愿

的考生，录取办法采用专业成绩优先的录取方式。 

4．运动训练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行单独招生，文化考试参加

由国家体育总局命题的全国统一考试，体育专业测试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测

试标准由我校组织实施。在文化和专业成绩达线的基础上，根据综合评价，

按照项目择优录取，并报国家体育总局、各省（区、市）招生考试部门批准、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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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各省市招办的规定，凡加分考生我校将按

加分后的总成绩排队录取。 

第十三条  师范类专业，无师范院校志愿的考生原则上不予录取。 

 

第五章  学历 学位证书 

第十四条 我校各学院学生学习期满,按照专业教学计划修满规定学

分，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者，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有关规定者，颁发“学士学

位证书”。 

颁发学历、学位证书名称：山西师范大学 

临汾学院体现“临汾学院××专业” 

第六章       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2014年严格按照山西省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收取。 

第七章  其  它 

第十六条  艺术类、体育类及提前单独招生录入我校的学生，进校后

不允许转专业。 

第十七条 新生报到后三个月内我校将对新生进行复查，凡在高考报

名、考试、体检等环节以弄虚作假手段取得录取资格的，学校将取消录取资

格，退回原户口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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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学生在校期间，我校设有多种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

生；设有困难学生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济困难学生还可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或参加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活动。 

第十九条 国家招生政策调整时，以新的国家招生政策为准。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山西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山西师范大学网址：www.sxnu.edu.cn 

招生办电话：0357－2051067 

邮   编：041004 

E-mail：zsb@sxnu.edu.cn 

通信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贡院街一号 

                   山 西 师 范 大 学 

                        二○一四年五月 

mailto:zsb@sx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