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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前批）
外国语言文学类（提前批）

提前批合计

中国语言文学类
法学

公共管理类
哲学类（注）
历史学类
金融学类
经济学类
工商管理类

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科试验班（数理科学与大数据）

临床医学（5+3一体化）
理科试验班类（物质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普通批普通专业合计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普通批中外合作办学合计

设计学类

2021年

招生计划

7
32
39

27
24
27
6
18
50
35
84
96
60
25
100
552

10
10

5

2021年

专业组序号

08801
08802

08803

08804

08805

08806

08807
08808

08809

0880A

2021年

选考科目要求

政治
不限

不限

历史或地理

不限

物理

生物和化学
物理或化学或生物

不限

不限

上好学来南开给你无限可能
——欢迎家乡学子报考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2021年在津招生专业（类）情况
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
（提前批）

外国语言文学类
（提前批）

中国语言文学类

法学

公共管理类

哲学类
历史学类
金融学类
经济学类

工商管理类

工科试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科试验班
（数理科学与大数据）

临床医学
（5+3一体化）
理科试验班类
（物质科学与
可持续发展）
电子商务

（中外合作办学）
设计学类

包含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
大利语、阿拉伯语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汉语国际
教育、网络与新媒体

法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社会学、
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城市管理
哲学、逻辑学
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投资学、精算学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商务经济学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
学（国际会计）、市场营销、工业工程、物流管理、图
书馆学、档案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
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密码科
学与技术、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物理学、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物理学、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统计学

临床医学（5+3一体化）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循
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生态工程、药学、药物化学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所在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筹）

法学院
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
哲学院
历史学院
金融学院
经济学院

商学院
旅游与服务学院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软件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物理科学学院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医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药学院

商学院

文学院

南开大学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是一所被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多次
称赞、寄予标杆厚望的历史名校，位列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入选国家36所世界一流大学A类高校。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开大学时说：“在
南开大学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津沽大地滋养着南开，海河之水浸润着南开。在此，南开大学热烈欢迎、衷心盼

望家乡的青年才俊报考，来南开，做周恩来总理的学弟学妹；来南开，给你无限可能！

南开大学2021年在津招生专业组及计划

注：哲学类仅录取填报其专业志愿的考生，不报不调，将哲学类填报在专业组内第一专业志愿，
进档后体检合格，保证全部录取到该专业，不受限于在本市投放的招生计划数。

优势特色专业
综合实力雄厚
南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学

校目前现有专业学院2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42个，双一流建设学科5个，拔尖计划
2.0入选专业8个，强基计划入选专业7个，教育
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类学科14个，ESI全球前
1%的学科领域 15个、全球 1‰的学科领域 2
个。除数、理、化、生、文、史、哲、经等基础学科
为传统优势专业外，金融、精算、统计、人工智
能、网络安全等专业也是南开的特色专业，开
办了金融国际学术精英特色班、人工智能特色
班、国际会计等特色班等培养项目，入校后全
部“零门槛”二次选拔，面向新生开放申请，通
过选拔即可进入相应项目班，切实做好国际
化、复合型、拔尖人才的创新培养，为学生的梦
想助力！

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致力于提

升师生的全球视野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专兼
职外国专家400余人，以及来自114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0余名留学生在校学习；承建了英
国格拉斯哥大学孔子学院等8所海外孔子学
院；与英国牛津大学、伯明翰大学、韩国SK集
团共建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与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论坛)、全球大学领导者论坛(GULF)、
国际公立大学联盟(FPU)、国际大学联合会
(AU)、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等国际组
织保持着密切联系。

截至目前，学校已经同全球360余所友校及
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建立了涵盖本
硕博三类培养阶段的实质性交流项目。为切实
鼓励并支持学生对外交流，学校于2016年设立
“全球南开”奖学金并对“校级部分奖学金交流项
目”“寒暑期交流项目”及“世界名校海外学习计
划”等进行重点资助。

招生培养模式
南开大学的人才培养定位是立足优势学科

支撑，融合学科交叉特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并重，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创新性、复合型高端
人才。在这一人才培养定位之下，南开大学逐渐
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培养方式，与“大类招生”理念
吻合、无缝对接。

1.“3-10-3”大类招生培养方案
南开大学坚持以相近学科或单一学科为组合

的大类招生和培养，推行“3-10-3”南开方案，将
普通类型招生的89个本科专业整合为16个大
类（专业），包括3个高水平重点试验班、10个国
家一流本科专业（类）和3个高水平医学类专
业。每个大类中均有数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专业支撑，建设基础好、起点高的高水平大
类，实行一致化培养和一体化管理。

3个高水平重点试验班是指理科试验班（数理
科学与大数据）、理科试验班类（物质科学与可持续
发展）与工科实验班（信息科学与技术）。以新时代
理工科领军人才为培养目标，夯实理工科基础，推
动学科交叉及人才复合培养的新机制。

10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类）：充分发挥综
合性大学学科优势，以42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为依托，整合培养资源，按照10个大类进
行精品化、精细化和精英化培养。

3 个高水平医学类专业：服务《健康中国
2030》国家战略，依托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301医院）及天津市12家三甲医院联盟的联合
培养优势，招收从医志愿强烈、有担当的优秀
学生，培养面向未来、与世界接轨的国际一流
医学人才。

2.“8+4+X”入学零门槛二次选拔
南开大学利用综合性大学学科丰富的优势，

切实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发展资源和多样化的
选择，推行“8+4+X”入校“零门槛”的二次选拔
机制，打造特色多元的人才培养体系。

“8”个伯苓班（南开大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平台）
“伯苓班”是南开大学实施教育部“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的
具体培养单位，设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经济、历史、文学、哲学8个班。该班坚持“严入
口、小规模、高水平”的原则，单独建班招生，培
养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
人才。在已有毕业生的伯苓班中，学生深造率
接近百分之百，是南开大学本科生培养的标杆
平台。
“4”个定制双学位班（南开大学多元复合型

人才培养平台）
经管法班（“经济、管理、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

试验班”）：培养从事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法律以
及教学科研工作的国际化、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PPE实验班：PPE即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被誉为全球范围内人文社科类的顶级专业，主要
侧重对“领导型人才”的培养，同时修读哲学、政
治学、经济学3个专业的主要课程，获得双学位
（法学+哲学或者法学+经济学）。

FAS项目班（非通用语言专业与人文社科
专业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2021年在非
通用语言专业（日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
利语、阿拉伯语）与6个人文社科类专业（世界
史、旅游管理、国际政治、商务经济学、保险学、法
学）中选拔，获得双学位毕业。培养既有语言优
势又有扎实深厚人文社科类专业基础的、具有国
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信息安全-法学双学位试点班：培养新时代
既掌握新兴网络安全知识与技能，又能够独立应
用法学知识在交叉应用方向解决相关网络安全
问题的国家急需复合型人才。
“X”个新工科、新文科人才培养平台
新工科人才培养平台：
计算机科学卓越班、新材料双一流特色班、

新一代智能软件特色班、新能源特色班、人工智
能特色班、环境健康特色班、药学特色班、电子信

息类特色班、分子科学与工程特色班、环境类新
工科特色班。

新文科人才培养平台：
国际会计特色班、城市管理特色班、金融国

际学术精英特色班、数字经济与贸易精英人才特
色班、数字金融特色班。

以上“8+4+X”二次选拔所有班级（除经管
法班和FAS项目班有特殊专业要求外）面向所
有新生“零门槛”开放，一入校即选拔，提供近
1000个名额，选拔比例近25%。

3.南开大学转专业与双辅修政策
南开大学提供宽松的转专业政策，实行“转

出零门槛，转入有考核”制度，转专业无转出人数
比例限制，符合教育部与学校关于转专业的要求
的学生均可申请。根据每年的不同情况，转专业
整体成功率在70%左右。

南开大学在允许学生跨专业选课的基础上，
实行辅修和攻读双学士学位制度。学生所在专业
为主修专业，如学有余力，可在学习主修专业课程
的同时，根据自身兴趣和学校教学条件，再选择一
个分属不同本科专业大类的专业作为辅修专业。

学生毕业去向
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生深造率在60%左右。其

中国内深造比例约40%，除保送本校，大部分的学
生去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高校
和科研机构进行深造。约20%的学生出国深造，
在出国的本科生中，超过60%能够进入到QS世界
大学排名前50的高校，处于各高校顶尖水平。

2020届南开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在金
融、教育、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其中705人进入世
界500强企业，1967人进入国家重点行业、关键
领域及战略新兴产业，301人进入选调生队伍，
主要就业省市为天津市（31.45%）、北京市
（19.78%）、广东省（8.35%）、上海（4.64%）。

在津招生政策
南开大学今年在津普通类型投放计划606

人。保证报考南开且服从调剂、体检合格的考
生，提档不退档。

今年南开大学招生政策最大特点是“适度大
类科学投放、保证志愿一省一策”，家乡学子选择
南开，等于选择了进入96个专业的机会，在津招
生政策与入校后培养方式共同体现了“综合性”
“选择性”“流动性”，入校后，更是给你无限可能！

选考科目限制情况
南开大学在津招生专业，选考科目的范围非

常齐全。无论考生的选考科目是什么，都能在南
开大学找到自己心仪的专业，进入南开后更有二
次选拔、转专业、双辅修等多次调整和复合机会，
使学生成长拥有无限可能，这也是南开作为一所
著名综合性大学对于每一位南开学子所秉持的
负责任态度，促进人人成才。

南开大学对天津考生填报志愿的优惠政策
1.全部满足志愿
考生填满志愿且不重复，进档后体检合格，

保证全部录取到志愿专业中，不调剂。在2020
年高考录取整体过程当中，南开大学第一志愿满
足率高达72.2%，前二志愿满足率为88%，前三
志愿满足率为96.2%。

为满足天津考生的志愿诉求，按照“一省一
策”方案，所投放的部分专业组有更具诚意的保
志愿措施，满足该组合前两志愿。今年也将进一
步满足家乡考生意愿，具体可通过各种形式咨询
南开大学。

2.继续实施录取计划动态调整
对于考生需求强烈的专业类实施一定比例

的动态调整，增加志愿多的专业计划实际投放
量。2020年，部分受考生欢迎的优势专业在津
均增加了招生计划。

3.多批次多类别投放计划，给考生更多报考
南开大学机会

特别是在天津市投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须
选政治）、外国语言文学类（不限），均为南开传统
优势强势学科。提前批只录取所填报志愿专业，
不会调剂。

与法国诺欧商学院合办的电子商务（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以单独专业组招生，具体学费及培
养方式请电话咨询。

4.完全满足从医志向
医学院临床医学（5+3 一体化）投放计划为

20个，为最大程度满足天津考生就读南开大学
医学院的机会，在录取环节，根据分数情况和志
愿情况，在主管部门允许范围内，统筹全国计划，
支持天津，尽量满足更多考生意愿。其他有意医
学类专业的考生，也可进入南开后转入口腔医
学、眼视光医学等专业，或通过二次选拔进入智
能医学工程专业。

5.哲学类专业不报不调，一志愿全收
普通批次哲学类专业不报不调，仅录取填报

哲学类的考生，不报绝不会调剂。将哲学填写在
专业组内第一专业志愿，只要进档后体检合格，
保证全部录取，不受投放招生计划数的限制。

6.大类培养实现“单入口进、多出口出”
通过理科试验班类（物质科学与可持续发

展）进入南开大学的考生，经过一年的大类培养，
在未来分流时，优先选择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与药学院，亦可选择化学学院和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坐拥5个学院分流选择。

7.新增专业
2021年南开大学新增“网络与新媒体”“密

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开始招生，分属中国语言
文学类与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与技术），均为
面向现代社会、解决我国实际问题设立的急需
专业。

天津考生报考
志愿填报策略

南开大学作为天津家门口的综合性大学，可
作为天津考生的志愿首选，未来调整和复合发展
的机会更多。考生可按照南开大学所投放专业
组的选考科目要求，结合自身选考科目，将可填
报的专业组，依次填写。考生可填报提前批、普
通批A段的普通类型专业组，以及A段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

在专业组中专业志愿选择环节，考生可依据
意愿，将个人偏好专业填在首选位置，依次填写，
尽量填足志愿，并勾选服从调剂选项，以免错失
优质机会。

南开大学在志愿报考阶段会有优惠的保志
愿政策，出分后可直接电话咨询。

欢迎拨打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
022-60365167（“我要录取”咨询专线）
022-23504845（“是不是我”咨询专线）
南开大学网址：www.nankai.edu.cn
南开大学本科招生网：zsb.nankai.edu.cn

南开大学
本科招生
官方微信
公众号

联系
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