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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院 选考科目要求（高考改革省份）

安徽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不分文理) 体育本科批 2 3400 体育学院

安徽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文理科本科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安徽 财务管理 普通类 理工 文理科本科二批 2 4000 商学院

安徽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文理科本科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安徽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文理科本科二批 2 3400 文学院

安徽 英语 师范类 文史 文理科本科二批 2 3400 外国语学院

安徽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第二批(统考本科模块7<B段>) 2 7000 美术学院

安徽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第二批(统考本科模块7<B段>) 1 8000 美术学院

福建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提前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福建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提前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福建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提前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福建 地理科学 师范类 文史 提前批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福建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提前批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小学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提前批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广东 会计学 普通类 理工 本科批次 2 4000 商学院

广东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理工 本科批次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广东 经济与金融 普通类 文史 本科批次 2 4000 商学院

广东 新闻学 普通类 文史 本科批次 2 3400 文学院

广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广西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广西 汉语国际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第二批 2 3400 文学院

广西 学前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第二批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广西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文) 本科提前批 2 7000 音乐学院

广西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文) 本科提前批 2 7000 美术学院

广西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文) 本科提前批 2 8000 美术学院

贵州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理工 第二批本科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贵州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理工 第二批本科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贵州 教育技术学 师范类 理工 第二批本科 2 4500 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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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普通类 文史 第二批本科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贵州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第二批本科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文) 体育第二批本科 1 3400 体育学院

贵州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普通类 体育(文) 体育第二批本科 1 3400 体育学院

贵州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类平行志愿本科院校 2 7000 音乐学院

海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本科普通批 2 4000 商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海南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本科普通批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海南 教育技术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本科普通批 2 4500 教师教育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海南 应用生物科学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本科普通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河北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河北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北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河北 新闻学 普通类 文史 本科批 2 3400 文学院

河北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本科批 2 3400 文学院

河北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文) 本科提前批B段 1 3400 体育学院

河北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普通类 体育(文) 本科提前批B段 1 3400 体育学院

河北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科提前批B段 2 7000 美术学院

河北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科提前批B段 2 8000 美术学院

河北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科提前批B段 2 7000 音乐学院

河北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科提前批B段 2 8000 音乐学院

河南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河南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南 应用化学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河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河南 通信工程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河南 地理科学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河南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法学 普通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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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英语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3400 外国语学院

河南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文) 艺术本科A段 2 7000 美术学院

河南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文) 艺术本科A段 2 8000 美术学院

河南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文) 艺术本科A段 2 7000 音乐学院

黑龙江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类 理工 二批本科（A）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黑龙江 财务管理 普通类 理工 二批本科（A） 2 4000 商学院

黑龙江 学前教育 师范类 文史 二批本科（A）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黑龙江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文史 二批本科（A） 2 40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黑龙江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不分文理) 体育类本科批 2 3400 体育学院

湖北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湖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湖北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湖北 小学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第二批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湖北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本科第二批 2 3400 文学院

湖北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二) 2 7000 音乐学院

湖北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二) 2 8000 音乐学院

湖北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二) 2 7000 美术学院

湖北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二) 1 8000 美术学院

湖南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湖南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湖南 应用统计学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湖南 英语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3400 外国语学院

湖南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文) 本科二批 1 3400 体育学院

湖南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普通类 体育(文) 本科二批 1 3400 体育学院

湖南 泰语 普通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3400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3400 文学院

湖南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文) 本科二批 2 7000 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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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文) 本科二批 2 8000 美术学院

湖南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文) 本科二批 2 7000 音乐学院

湖南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文) 本科二批 2 8000 音乐学院

吉林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理工 普通类本科二批A段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吉林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普通类本科二批A段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吉林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普通类本科二批A段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吉林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普通类本科二批A段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汉语国际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普通类本科二批A段 2 3400 文学院

江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文理综合 理科类第二批录取本科院校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江苏 英语 师范类 文理综合 理科类第二批录取本科院校 2 3400 外国语学院

江苏 经济与金融 普通类 文理综合 理科类第二批录取本科院校 2 4000 商学院

江苏 会计学 普通类 文理综合 文科类第二批录取本科院校 2 4000 商学院

江苏 学前教育 师范类 文理综合 文科类第二批录取本科院校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江苏 泰语 普通类 文理综合 文科类第二批录取本科院校 2 3400 外国语学院

江苏 美术学 师范类 文理综合 艺术类提前录取本科2小批_美术 2 7000 美术学院

江苏 设计学类 普通类 文理综合 艺术类提前录取本科2小批_美术 2 8000 美术学院

江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第二批本科（含艺术类普通本科）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江西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第二批本科（含艺术类普通本科）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江西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理工 第二批本科（含艺术类普通本科）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江西 学前教育 师范类 文史 第二批本科（含艺术类普通本科）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江西 英语 师范类 文史 第二批本科（含艺术类普通本科） 2 3400 外国语学院

江西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提前本科（一） 2 7000 美术学院

江西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提前本科（一） 2 8000 美术学院

江西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提前本科（一） 2 7000 音乐学院

江西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提前本科（一） 2 8000 音乐学院

辽宁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普通类本科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辽宁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普通类本科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辽宁 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普通类本科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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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会计学 普通类 文史 普通类本科批 2 4000 商学院

辽宁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普通类本科批 2 3400 文学院

内蒙古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0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内蒙古 应用生物科学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内蒙古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内蒙古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小学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内蒙古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不分文理) 本科提前B 1 3400 体育学院

内蒙古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普通类 体育(不分文理) 本科提前B 1 3400 体育学院

山东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不分文理) 常规批（本科） 2 3400 体育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山东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3400 文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山东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山东 泰语 普通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3400 外国语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山东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山东 物理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山东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山东 化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常规批（本科）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山东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类本科批 4 8000 美术学院

山东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类本科批 4 7000 美术学院

山西 环境生态工程 普通类 理工 本二批A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山西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类 理工 本二批A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山西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本二批A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山西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本二批A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山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工 本二批A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山西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本二批A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山西 英语 师范类 理工 本二批A 2 3400 外国语学院

山西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文) 本二批A 2 3400 体育学院

山西 工商管理 普通类 文史 本二批A 2 4000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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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本二批A 2 3400 文学院

山西 小学教育 师范类 文史 本二批A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山西 法学 普通类 文史 本二批A 2 4000 法学院

山西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类 文史 本二批A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山西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二批A 2 7000 美术学院

山西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二批A 4 8000 美术学院

山西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二批A 2 7000 音乐学院

山西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本二批A 2 8000 音乐学院

陕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陕西 通信工程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陕西 法学 普通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法学院

陕西 财务管理 普通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商学院

陕西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理) 提前批本科 2 3400 体育学院

四川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四川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四川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四川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四川 英语 师范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3400 外国语学院

四川 社会工作 普通类 文史 本科二批 2 4000 法学院

四川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一批 2 7000 美术学院

四川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一批 2 8000 美术学院

四川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一批 2 7000 音乐学院

四川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一批 2 8000 音乐学院

天津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2 3400 文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天津 法学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2 4000 法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天津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2 4000 商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天津 学前教育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浙江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 2 4000 商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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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法学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 2 4000 法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浙江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 2 3400 文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浙江 学前教育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浙江 财务管理 普通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 2 4000 商学院 不提科目要求

浙江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综合改革 普通类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物理,化学,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重庆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重庆 英语 师范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3400 外国语学院

重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工 本科第二批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重庆 法学 普通类 文史 本科第二批 2 4000 法学院

重庆 会计学 普通类 文史 本科第二批 2 4000 商学院

重庆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不分文理) 体育本科批 2 3400 体育学院

重庆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批A段 2 7000 音乐学院

重庆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艺术本科批A段 2 7000 美术学院

云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79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云南 应用统计学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6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云南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84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云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4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云南 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41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云南 通信工程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44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云南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7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云南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85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云南 应用化学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6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云南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87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云南 应用生物科学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4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云南 农学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43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云南 环境生态工程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6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云南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8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3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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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16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1 40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41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 学前教育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46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 教育技术学 师范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9 4500 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 缅甸语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14 3400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泰语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8 3400 外国语学院

云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14 4000 商学院

云南 工商管理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3 4000 商学院

云南 财务管理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8 4000 商学院

云南 旅游管理（高职本科）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0 5000 商学院

云南 会计学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32 4000 商学院

云南 经济与金融 普通类 理工 二本及预科 21 4000 商学院

云南 体育教育 师范类 体育(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84 3400 体育学院

云南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普通类 体育(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36 3400 体育学院

云南 运动康复 普通类 体育(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45 4500 体育学院

云南 法学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82 4000 法学院

云南 社会工作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35 4000 法学院

云南 小学教育 师范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38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 学前教育 师范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38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 汉语国际教育 师范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38 3400 文学院

云南 新闻学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38 3400 文学院

云南 地理科学 师范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64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15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20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15 40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云南 缅甸语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18 3400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泰语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21 3400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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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93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20 4000 商学院

云南 工商管理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15 4000 商学院

云南 会计学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17 4000 商学院

云南 财务管理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21 4000 商学院

云南 旅游管理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20 5000 商学院

云南 经济与金融 普通类 文史 二本及预科 16 4000 商学院

云南 美术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124 7000 美术学院

云南 设计学类 普通类 艺术(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86 8000 美术学院

云南 音乐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90 7000 音乐学院

云南 舞蹈学 师范类 艺术(不分文理) 二本及预科 48 8000 音乐学院

云南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类 理工 一本 11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云南 英语 师范类 理工 一本 67 3400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汉语言文学 师范类 文史 一本 102 3400 文学院

云南 英语 师范类 文史 一本 37 3400 外国语学院

预科升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3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预科升学 应用统计学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预科升学 物理学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自动化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通信工程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化学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1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预科升学 应用化学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预科升学 生物科学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1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预科升学 应用生物科学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预科升学 环境生态工程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预科升学 农学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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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升学 地理科学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0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小学教育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1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预科升学 学前教育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预科升学 教育技术学 师范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500 教师教育学院

预科升学 泰语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3400 外国语学院

预科升学 缅甸语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1 3400 外国语学院

预科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工商管理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会计学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1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财务管理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1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经济与金融 普通类 理工 预科升学 2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法学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6 4000 法学院

预科升学 社会工作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000 法学院

预科升学 小学教育 师范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预科升学 学前教育 师范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3400 教师教育学院

预科升学 地理科学 师范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5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土地资源管理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000 地理与国土工程学院

预科升学 汉语国际教育 师范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3400 文学院

预科升学 新闻学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3400 文学院

预科升学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预科升学 缅甸语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3400 外国语学院

预科升学 泰语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3400 外国语学院

预科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000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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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升学 工商管理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3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会计学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财务管理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4000 商学院

预科升学 经济与金融 普通类 文史 预科升学 2 4000 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