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 2021 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简章
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
士学位教育的通知》精神，北京师范大学面向应届毕业生招收第二学
士学位生，在珠海校区实施教育培养，本科院校招生代码为 19027。
一、 招生计划、专业
2021 年学校计划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 300 人。
招生专业与计划信息详见下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科门类

所属专业类

学制

授予学位

招生计划

理学

地理科学类

2年

理学

60 人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2年

管理学

80 人

1

地理信息科学

2

会计学

3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2年

文学

80 人

4

法学

法学

法学类

2年

法学

80 人

二、 报考条件
2021 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且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1. 热爱祖国，遵章守纪，品德良好。
2. 所报考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不得与本科毕业专业属于同一专业类。
专业类信息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为准。
3. 身体条件符合《北京师范大学 2021 年招生体检实施细则》。
三、 报名时间、方式
（一）

报名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7 日 17 时。
（二）

网上报名

1. 登录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学士学位报名系统（以下简称：“报名系
统”）（https://admission.bnu.edu.cn/exw）注册报名。
具体要求如下：
（1） 按要求如实、完整、准确地填写《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2021 年第二学士学位报名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2） 在填报专业志愿时，限报符合报考要求的 1 个专业。
（3） “成果及获奖经历”栏仅填写本科阶段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
且有相关佐证材料的成果、奖励，数量不超过 5 项。
（4） 照片应为近半年本人正面免冠头像证件照,头像清晰。
（5） 所填写的“通知书邮寄地址”务必准确，“现居住地”务必如
实，“联系电话”务必保持畅通。
2. 通过“报名系统”上传提交以下报名材料的电子版：
（1） 《申请表》，须由“报名系统”生成打印，本人签字，且经所
在高校教务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提交后，《申请表》所填信息
不得修改。
（2） 本科成绩单，须加盖所在高校教务部门公章。
（3） 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对于尚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士
学位证书的毕业生，由所在高校教务部门出具拟准予本科毕业
和授予学士学位的证明并加盖公章。
（4） 本人身份证正、反面。

（5） 《申请表》中所填写的成果、奖励等事项的佐证材料。
3. 特别说明
（1） 学校不接受现场报名和邮寄材料。
（2） 所有纸质版材料原件须扫描或拍照生成 JPG 格式文件，并在
“报名系统”中分两部分上传提交：①《申请表》；②成绩单、毕
业证和学位证或所在高校教务部门相关证明、身份证，以及成果
奖励佐证材料等，确保文件清晰，提交后不得修改。
（3） 未按要求签字和加盖公章的报名材料，视为无效材料。
四、 初审与考试
(一) 初审
学校对考生的报名材料，分专业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初审合格资
格。初审合格者获得考试资格。
考生须于 5 月 27-28 日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初审结果。初审合
格考生须确认参加考试、缴纳考试费（80 元/生）、打印准考证等，
学校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考试确认并缴纳考试
费的，视为放弃考试资格。请考生慎重确认缴费，缴费后恕不退费。
请考生务必仔细阅读“报名系统”中考试说明，全面了解考试方
式等各项要求，并阅读确认《诚信考试承诺书》。
(二)

考试时间、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参加人员

考试科目

满分分值

2021 年
6月5日

15:00～16:30

全体考生

综合素质测试

300 分

16:40～17:40

全体考生

大学英语

150 分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珠海市香洲区金凤路 18 号)，具体
考场见《准考证》。
特别说明：视疫情防控要求，考试安排可能会有所调整。

五、 录取规则
1. 学校分专业划定综合素质测试合格线。
2. 对于综合素质测试合格的考生，根据总成绩，分专业择优录取。总成
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大学英语成绩。
3. 学校可视生源情况调整专业招生计划。
4. 学校于 6 月 15 日前确定拟录取名单。考生须于 6 月 16 日 9:00-17
日 17:00 登录“报名系统”查询拟录取结果，并进行录取确认，学校
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对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录取确认的，视为放弃
录取资格，学校不发放录取通知书。
5. 如有拟录取考生放弃录取资格，学校将综合考虑缺额数量、流失率等
因素，于 6 月 19 日确定拟录取递补名单。请未入围拟录取名单的考
生于 6 月 20 日 9:00—21 日 17:00 登录“报名系统”查询拟录取递
补名单，并进行录取确认，学校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对未在规定时
间内进行录取确认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学校不发放录取通知书。
6. 入学后，学校将对学生所提交的报名材料原件进行全面复查，对无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者，以及未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
下简称：学信网）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以下简称：学
位网）核实有关证书信息的，取消入学资格。
7. 第二学士学位生在校期间不得申请转专业。

六、 教育培养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至今已有近 120
年的辉煌办学历史，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A 类名单。
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的第二学士学位生均在珠海校区培养。
珠海校区是北京师范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学校“一体两翼”办
学格局和“高标准、新机制、国际化”原则，打造的与北京校区同一
水平的南方校区。
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为 2 年，全日制学习，纳入高校学籍管理系统。
学生按培养方案主要修读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修业年限 2 年，不
延长学习年限。
七、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对在规定修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颁发北京师范大
学本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注明培养校区，以及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
学习时间等；对符合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有关规定者，颁发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证书，学位证书上标识“第二学士学位”。
八、 约束与监督机制
1.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作在学校招生工作小组领导下，
由招生办公室统筹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参与实施。
2. 招生考试过程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实施监督，并主动接受社会各
界监督，举报邮箱：jubao@bnu.edu.cn。

3. 学校对在招生考试过程中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严厉查处；对在报
名中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核实，取消其因此取得的全部有关资格
和证书等，包括：考试资格、录取资格、学籍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
证、学位证等。对在招生考试过程中违规的考生，参照《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等规定严肃处理。
4. 北京师范大学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事宜和举办辅导班，
请不要相信任何中介信息。
九、 学费、住宿费
2021 年上述 4 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学费标准均为 4800 元/学
年.生。
住宿费用标准：4 人间，2200 元/学年.生。
十、 联系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10-58807962 传真：010-58800562
咨询邮箱：zsb@bnu.edu.cn
招生网址：https://admission.bnu.edu.cn
特别说明：请各位考生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认可本简章所述
的报名、考试、录取等各项要求后再进行报名。

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