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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五大道和滨海两个校区，
总占地面积464218.7平方米。五大道
校区三个院落分布在天津市历史风貌建
筑文化旅游区内（马场道、睦南道、郑州
道）。滨海校区坐落在滨海新区大港高
教生态园区内，湖光映翠，景色秀丽。

学校现有1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
士人才培养项目；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点、29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涵盖20个
授权方向）。拥有5个天津市重点学科、4
个天津市特色学科群，其中，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是天津市一流建设学科，中国
语言文学学科是天津市一流培育学科。

学校现有61个本科专业，其中，外
国语言文学类专业35个（外语语种33
个）。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本科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5个，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2个、天津市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0个。学校生源覆

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
区。学校具有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资格，本、硕、博培
养体系完备，在校生达万余人。

学校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
心，全面推进专业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深
度融合，大力推广辅修、微专业、项目班、
“外语+”与“专业+”等形式多样的复合
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
种大型国际会议的翻译和外事接待服
务，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研修，不断拓
宽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渠道，突出具有
天外特色的语言训练和复合专业教育。

学校毕业生以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
际惯例、精通专业知识、外语运用能力强而
备受社会青睐。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多年
保持在较高水平，近5万名优秀校友活跃
在外交、外贸、新闻、财经、法律事务、教育
等各条战线，深受用人单位好评和欢迎。

多年来，学校不断发挥学科专业优

势，积极服务社会，承担了天津市大部
分高端会晤、大型国际会议的交替传
译、同声传译任务。2020年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快速
组建覆盖6个语种、百余人的志愿翻译
突击队，前往机场、海关、边检、隔离点
等抗疫一线及外籍人员聚居社区，协助
做好翻译沟通、情绪疏导等工作；完成
30余万字的抗疫笔译任务；将防疫《入
境人员健康提示》录制成28个语种的
微视频于天津口岸滚动播放；将抗疫经
验结集《抗“疫”应急外语服务思考与实
践》，在京津冀联防联控、全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贡献了天外力量。

学校 2021年共有本科招生计划
2300余人，生源覆盖全国31个省、市、
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批次涵盖本科一
批、本科二批、普通本科批、国家专项计
划批、艺术类本科批等多个录取批次。
其中，在天津的录取批次为本科A阶段，

招生计划为735名，与去年持平。
2021年共有44个专业（大类）招

生，涵盖24个语种，其中包括了14个非
通用语种，分别是：芬兰语、波兰语、希
腊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塞尔维亚
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瓦希里
语、印度尼西亚语、印地语、豪萨语、土
耳其语、柬埔寨语。20个非语言类专业
招生，包含3个2021年新增本科专业：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网络与新媒体、国
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有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1个：经济学（中外合作办学），
此专业为学校与保加利亚国家与世界
经济大学合作举办的本科教育项目。

学校目前有3个大类招生的专业
分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类（含商务英语、
翻译、英语3个专业）、工商管理类（含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
计学、国际商务5个专业）、新闻传播学
类（含新闻学、传播学2个专业）。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天津外国语大学！

招生咨询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

23286923
23247377
23281661

电子邮件：twzhaoban@tjfsu.edu.cn

微信公众号：天津外国语大学招生办
在线QQ咨询：800184032

培养具有中国情怀 全球视野 求索精神
跨文化能力人才的摇篮

欢迎报考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是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

展、特色鲜明的高等学校。学校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中外求索，德业竞进”的校训
精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着力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填报志愿前，考生和家长要全面掌握各类信
息，熟悉录取规则，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同
时，还要处理好一些影响志愿选择的关系，平衡
自身需求。本期，市高招办来带你了解一下填报
志愿前的重要信息。

■填报志愿前需了解的信息
1.了解政策规定
今年我市高校招生录取将延续新高考改革

后的模式，本科批次继续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
志愿，通过“院校专业组”的设置，适应和巩固新
高考改革后录取招生规则的变化。因此，填报志
愿的基本思路没有发生变化，考生以自己的选考
科目、高考位次为基础，根据兴趣爱好及将来职
业生涯方向来合理填报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设置50个平行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以及A、B阶段的征询志
愿均分别设置25个平行志愿，普通高职（专科）
批次设置了由去年的10个平行志愿调整为20
个平行志愿，大大地增加了考生的选择机会。院
校专业组的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模式兼顾了考
生院校和专业两方面需求，只要合理填报志愿，
考生进入心仪的院校和专业学习的几率会大大
提高，充分体现了考生的自主选择权。
2.了解院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
在津招生的普通高校，有的是部委属大学，

有的是省市属院校。隶属关系不同，经费投入、
办学条件、办学水平等都有所不同。2017年，教

育部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42所学校
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95所学校进入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重在
一流学科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设、重点建设，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创新能力，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重在优势学科建设，促进特色发展。此外，
师资水平和重点学科的数量，是院校办学水平的
直接体现。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
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
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
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满足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提供高层次人才和智力支撑，体现全国各高
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实力和水平。因此，重
点学科越多，反映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越高。

3.了解招生专业的内涵
选择专业不能仅看专业名称，而应对专业的

内涵进行深入了解。考生要认真咨询：专业的研
究方向，学习课程，将来就业领域，以往就业率情
况，未来社会需求趋势，在津招生计划多少，过去
两年的专业录取位次，以及专业历史沿革、学科
水平，学科是否拥有硕士和博士点，有哪些名师
等情况，更有针对地选择专业。

4.了解院校专业组近年在津的位次情况
在津招生院校专业组每年的录取位次、各专

业的录取位次都不是录取前人为划定的，而是由
院校专业组、专业的在津招生计划数、报考考生

数以及报考考生的高考位次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是经过考生填报志愿和招生录取环节自然形成
的。如果报考人数多于招生计划数，那么录取后
的最低位次就会靠前，反之则相反。因此，以往
院校专业组的录取位次信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同时，位次信息本身根据群体志愿填报情况
每年具有一定的波动性，2019年的录取情况是
在文理分科、以院校为单位的投档录取模式下的
录取结果；2020年新高考改革初年，实行院校专
业组的投档录取模式，与今年的投档录取模式和
规则相同，因此更具参考性。
5.了解院校的录取相关要求
考生要认真了解有关院校的招生章程，对院

校专业组的录取规则要认真研究。录取规则包
括：对投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对政策照顾加
分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相关科目成绩或加试要
求、外语语种、民族比例、男女生比例、身体条件
（如身高、视力、限报专业类别）等与录取相关的
要求。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考生因身体条件在选报专业时受限制的，已
经由体检医院在考生体检表上做出明确结论。
以往，个别考生心存侥幸，偏要硬闯体检限报“红
灯”。其实，在考生的电子档案被投到招生院校
以后，院校会依据考生高考成绩、身体条件等因
素安排专业。如果考生的身体条件不能满足院
校相关专业的培养要求，即便考生高考成绩较
好，也很有可能被院校退档。
6.了解院校的专业录取规则
考生报考某个院校专业组时，几个专业志

愿之间如何排序，应了解院校专业组的专业安
排模式，即院校专业组按照什么规则来确定考
生的录取专业。通常，院校专业组的专业录取

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分数优先模式。高校在安排考生录

取专业时，无论考生是第几专业志愿报考这个专
业，会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队，考生分数
高就能排在前面，院校就会优先录取。

第二种：志愿优先模式。高校在安排考生录
取专业时，无论考生分数多高，会优先录取第一
专业志愿报考这个专业的考生，并按照高考总
分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录取；如这个专业第一
专业志愿生源不足，将对第二专业志愿报考这
个专业的考生进行排队，按照高考总分从高到
低的顺序进行录取；如果这个专业仍有余缺计
划，院校将对第三专业志愿报这个专业的考生
进行排队，按照高考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
录取，依此类推。

第三种：分数级差模式。高校在安排考生录
取专业时，按招生章程中公布的一个或几个分数
值，来确定选报不同专业志愿考生的录取专业，
这种分数值就是所谓的“专业级差”。通常的做
法是：当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不能被录取时，将
其高考成绩减去某个提前规定好的分数值后，再
与报考第二专业志愿的其他考生成绩进行排序
比较，确定其是否可以被该专业录取，其他专业
志愿的录取以此类推，专业志愿越靠后，考生要
减去的分数值就越大。

■填报志愿需处理好的关系
1. 考生与家长的关系。一般情况下，高校教

学分专业进行，所以考生选报的专业可能会对自
己以后的学习深造和择业有一定影响。由于家
长对此也格外关注，有的家长不经意间将自己的
意愿强加于子女，而忽略了考生本人的意见，这
是不可取的。在充分考虑考生的兴趣、特长、爱
好、志向以及高考位次的前提下，全家共同协商

填报志愿是不错的选择。
2.本市与外埠的关系。从院校专业组数量

看，外埠院校专业组占全部在津招生院校专业组
的绝大多数；从计划数量看，外埠招生计划也占
有很大比例。因此，建议考生不要只注重高校地
理位置，而忽略高校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就业
去向等多种因素。如果考生只“扎堆”报考本市
院校专业组和“热门”地区院校专业组，将使这些
院校专业组录取分数大幅升高，位次大幅提前，
竞争指数自然会增加。因此，在选报院校专业组
志愿时，考生应综合考虑、内外兼顾，既积极考虑
本市院校专业组，又充分考虑外地院校专业组，
既积极考虑坐落在大城市的院校专业组，也充分
考虑大城市以外的院校专业组。

3.高校与专业的关系。选择填报自己向往
的高校同时，又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当然是
最理想的，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然而，许多考
生要面临在高校和专业间进行选择的矛盾，是高
校重要，还是专业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关键在于考生本人的志向和爱好。

4.意愿与调剂的关系。考生志愿应充分反
映个人意愿，但填报“服从调剂专业志愿”也是
考生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在每个院校专业组
志愿中都设置有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以往
录取中，个别考生成绩达到所报考院校专业组
的最低录取分数，并且被投档到该院校专业组，
但结果却未被录取。原因在于：考生填报的几
个专业的录取位次都比较高，其高考位次没有
达到这些专业的位次要求，同时考生没有选择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形成通常所说的“专业死
档”而被退档。因此，在填报志愿时，建议考生
结合本人情况，积极稳妥考虑选择服从调剂专业
志愿，以增加录取机会。

我为群众办实事 市考试院@2021年高考考生

填报志愿：掌握信息，有的放矢

我为群众办实事 市考试院@2021年高考考生

填报志愿：这些细节，需要注意
在填报各个批次院校专业组志愿时，还有哪

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市招办在这里还要特别
叮嘱你：

■提前本科批次军事、消防、公安、航海类
院校专业组志愿
1.军事类院校专业组志愿
考生填报军队院校专业组，要注意招生院校

专业组的相关要求，如：须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年
龄一般不超过20周岁，需参加军队高校组织的
面试、体测、军检和政治考核等。填报志愿时，志
愿填报军队院校专业组的考生须在普通类提前
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专业组志愿栏内填报军队
院校专业组志愿。

提前本科批次中的军队院校专业组，在特殊
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以上录取新
生，招生专业分为非指挥类和指挥类，非指挥类
专业和指挥类专业在体检标准、分数要求等方

面有所不同，考生报考时须注意区别。指挥类
专业主要为部队基层单位培养指挥军官，非指
挥类专业主要为军队高校、科研单位及部队的
技术岗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因此，组织协调和
管理能力强、善于沟通的考生比较适合报考指
挥类专业。

填报志愿工作结束后，军队高校根据本市特
殊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和提前本
科录取院校专业组志愿考生填报情况，按招生计
划数的一定比例，分院校专业组、分男女、分指挥
类和非指挥类，确定面试军检分数范围。

录取时，军队院校专业组严格执行教育部和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规定
的标准，在军检、面试和政治考核合格的生源中，
按照指挥类或非指挥类分别进行录取。当军队
院校专业组合格生源充足时，指挥类与非指挥类
之间不进行专业调剂。

2.消防、公安类院校专业组志愿
消防、公安类院校专业组对报考考生的年

龄、身体健康状况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如年龄一
般不超过22周岁，需参加消防或公安高校组织
的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和政治考察。消防院校
专业组参照特殊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参
考线录取新生。

填报志愿时，考生须在普通类提前本科批
次A阶段院校专业组志愿栏填报消防或公安
院校专业组志愿。高职（专科）提前批次的公
安类院校，因体检、政治考察工作需要，须与提
前本科批志愿同时填报。公安院校专业组根
据本市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提前
本科批次录取院校专业组志愿考生填报情况，
按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分院校专业组和
男、女分别确定面试、体检分数范围。录取时，
消防或公安院校专业组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
在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和政治考察合格的生
源中进行录取。

3.航海类等其他院校专业组志愿
提前本科录取院校专业组中，除军队、消防、

公安院校专业组外，大部分招生院校专业组都明
确规定了招生专业对考生的特殊要求。如，航海

类专业不招收色盲（弱）考生，航海技术、轮机工
程专业对考生的身高、双眼裸眼视力都有具体要
求。录取时，招生高校严格按照公布的标准审查
考生体检信息，入学后还要进行复查。请考生认
真参阅招生高校公布的章程，根据自身条件选报
志愿。

■提前本科批次A阶段天津市公费师范生
志愿

天津市公费师范生是指本市在天津师范大
学招收的公费师范生，由市财政承担其在校期间
学费、住宿费并给予生活费补助。入学时须签订
《天津市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由天津师范大
学按照天津市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进行教育培
养，在校学习期间和毕业后须按照有关协议约
定，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2021 年，天津市公费师范生招生专业为
英语和学前教育，每个专业各招收 30 人。
2021年，天津市公费师范生仅限参加本市蓟
州区、宁河区、宝坻区、东丽区、津南区、武清
区、滨海新区组织的就业双选会（岗位将主要
集中在蓟州、宁河两区），确定毕业后接收区；
各接收区负责落实天津市公费师范生毕业后
任教学校和岗位。

天津市公费师范生一般到接收区从事中小
学或幼儿园教育工作不少于6年。到城镇学校
工作的公费师范生，由学校所在区教育行政部
门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在城镇
学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
期间仍然享受派出学校原工资福利待遇。各
区和农村学校要为公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服
务提供办公场所、周转宿舍等必要的工作生活
条件。天津市公费师范生要严格履行协议，未
按协议从事中小学或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须退
还已享受的公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违约
情况记入诚信档案。天津市公费师范生因生
病、应征入伍等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须提出中
止协议申请，经区教育行政部门报市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同意后，暂缓履约，待情况允许后，经
区教育行政部门报市教育行政部门核实后，可
继续履行协议，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按照专项
招聘程序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因身体原因需
终止协议的，按协议约定解除协议。除特殊原
因办理休学无法正常毕业等情形以外，未按规定
时间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的，
按违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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