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01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具有本科学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按照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成绩，兼顾自命题考试科目成
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差额比例为1:2.                                   

0898-
65812980

242688076

002教育学院

040100 教育学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的研究方向或领域相同。                              
只接受全统考考生调剂。原则上需要初试报考专业与调入
专业相同（专业代码和名称完全相同），按照初试成绩从
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若无此类生源，则按照初试成绩从
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                                         

0898-
65871723

1群：741126892
2群：830852102
3群：460475693

045101 教育管理

需具备本科毕业后3年或3年以上教育行业相关工作条件的
考生，复试前要出具相应工作证明。              原则
上调入专业代码和名称完全相同，并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
低确定复试名单。若无此类生源，则遵循初试报考专业与
调入专业相近的原则，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复试名
单。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原则上调入专业代码和名称完全相同，并按照初试成绩从
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若无此类生源，则遵循初试报考专
业与调入专业相近的原则，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复
试名单。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02教育学院

045118
学前教育       

（非全日制）
初试科目与我校完全相同且可提供定向就业合同者优先。

0898-
65871723

1群：741126892
2群：830852102
3群：460475693

045119 特殊教育

需符合本科所学专业为特殊教育、心理学、康复学、医学
等相关专业。                                  原则
上调入专业代码和名称完全相同，并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
低确定复试名单。若无此类生源，则遵循初试报考专业与
调入专业相近的原则，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复试名
单。       

004体育学院 045200
体育                  

（仅限“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计划）

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初试成绩满足“享受少数民族政策”
考生国家线，单科30（满分=100）、45（满分>100）、总
分251分，分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报考专业相近两个
先后顺序按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其中初试成绩达到体
育硕士普通计划二区国家线的考生优先排序；同等条件下
具有体育类专业背景或国家一级以上运动等级优先。差额
比例限定在200%。

0898-
32162780

779377533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06数学与统计学院（符
合条件的考生，务必在调
剂系统备注栏填写“CET6
达到425分”，同时将英语
六级成绩单发到邮箱：
9058372@qq.com，邮件名
称：姓名+英语六级成绩单
。不接受其他任何形式填
报、补报，若不按要求填
写或不发成绩单到指定邮
箱的，均视为不符合此条
件。）

025200 应用统计

需具备统计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初试英语一、英语二
视为相同科目，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视为相同科目。
按照报考专业相同、初试科目相同（科目代码、名称），
报考专业相同、初试科目（自命题）不同，报考专业相近
的顺序分为三个先后层次。同层次考生，全国大学生英语
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分的优先。在以上原则下，再按照
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各层次相同分数考生，
按照考生其他学业水平条件择优。

0898-
65892579

748559915

007化学与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具有化学相关
专业本科学历。对于申请同一专业的考生，按照报考专业
相同和报考专业相近的顺序分为二个先后层次，分别按照
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                                                                                                                                   

0898-
65661353

709995644

009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考生。初试报考一级学科生态学
（0713）或生物学（0710）的考生，本科学习专业为生态
学、生物科学或生物技术专业优先。初试考试科目与本学
科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按二级学科（研究）方向的招生
计划数择优选拔。                          同一研究
方向的调剂考生，按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本学科
专业（研究）方向的复试名单。

0898-
65883521

710194080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10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01美术创作-中国画、油
画；02-海南民族民间美术

与设计服务研究）

按照报考专业、方向相同或相近的顺序分为两个先后层
次，再将成绩从高到低进行筛选，以上原则在同等条件
（各层次相同分数、对报考资格的特殊要求）下，按照考
生其他学业水平条件择优，本科阶段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
一致优先确定复试名单。                                            

0898-
65727610

1群：751026226
2群：570350859

130500 设计学          
（三个方向均缺额）

135107 美术            
（02-油画；03水彩画）

135108
艺术设计       

（02-环境设计；03服装与
服饰设计）

011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务必在调剂系统备注栏填写
“CET4达到425分”，同时将英
语四级成绩单发送至邮箱
569082069＠qq.com，邮件名
称：姓名＋英语四级成绩。不
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填报、补
报，若不按要求填写或不发成
绩单到指定邮箱，均视为不符
合此条件。）

070200 物理学

限招本科毕业生，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425
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初试科目与调入
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
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按照考生初试总成绩
由高到低确定调剂生源名单。                                  

0898-
65882863

1群：690174449  
2群：874180253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11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务必在调剂系统备注栏填写
“CET4达到425分”，同时将英
语四级成绩单发送至邮箱
569082069＠qq.com，邮件名
称：姓名＋英语四级成绩。不
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填报、补
报，若不按要求填写或不发成
绩单到指定邮箱，均视为不符
合此条件。）

085400 光学工程

限招本科毕业生，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425
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
学科门类范围内，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
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
题科目相同。接收调剂的专业为0854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光学工程方向）、085408光电信息工程专业学位、0803
光学工程学术型学位、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学术型学位
（须有统考数学）。按照二个层次逐级筛选，每一层次按
考生初试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调剂生源名单，当上一层次
人数少于缺额人数时才从下一层次补缺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                                                                       

0898-
65882863

1群：690174449  
2群：874180253

012外国语学院
（请在调剂系统备注栏填写：
“通过专业英语四级或六级及
以上等级考试”，待确定复试
时再将成绩单扫描发送到指定
邮箱）

055101 翻译（英语笔译）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完全相同（专业代码与考试
科目名称）、初试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近的先后层次，
分别按照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在
同等条件下分数相同，则按照考生其他学业水平条件择优
录取。                                            
要求本科学历，不限专业。通过英语专业四级或大学英语
六级。实行差额调剂，差额调剂比例为1:1.5。

0898-
65883218

1群：674510465
2群：285348972

013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

限音乐专业毕业生报考，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
同或相近，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可授不同学科门类
学位的专业可跨门类在对应专业所属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
调剂）。优先考虑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的调剂生，如仍
有缺额，将接受相近专业考生的调剂申请。                                               

0898-
65813570

群1：820298106
群2：677162827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14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符合条件的考生，务必在调
剂系统备注栏内填写大学英语
四级、六级、或雅思、托福成
绩，同时将英语成绩单发到邮
箱：xxxy_yjs123@163.com，
邮件名称：姓名+英语成绩单。
不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填报、
补报，若不按要求填写或不发
成绩单到指定邮箱的,均视为不
符合此条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要求具有本科学历，且只接收本科毕业专业为：计算机类
（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等）、数学类的考生。同时，
大学英语四级425分及以上，或雅思成绩5.0及以上，或托
福成绩50分及以上。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
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
命题科目相同。第一志愿报考学科需是0839网络空间安全
、或0835软件工程、或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104模
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按统考科目（政治、英语、数学）分
数总分从高到低择优确定调剂复试名单。                                                                                                                                                                   

0898-
65736635

群1：1063468140
群2：1009228978

015国际教育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学科
门类范围内（可授不同学科门类学位的专业可跨门类在对
应专业所属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调剂）。        我院仅
接收本科就读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类、英语，且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一级学科）为040102课
程与教学论、0402心理学、045103学科教学（语文）、
045108学科教学（英语）、045115小学教育、045172学生
发展与教育、045300汉语国际教育的调剂生源。按照初试
成绩从高到低择优确定复试名单。实行差额调剂，差额比
例限定在1:1.8。                        

0898-
65813170

1061344698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16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初试需为报考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或新闻传播学学术
型硕士的考生，本科所学的专业必须为新闻传播类专业及
相近专业，包括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时尚传播、国
际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编导。调剂差额比例为200%，对
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按照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
进行排名选择。对报考同一所学校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
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
考生名单不超过3人。考生总成绩分数相同的，将按照外
语成绩进行排名选择。以上原则在同等条件（各层次相同
分数考生）下，按照考生其他学业水平条件择优。                                                    

0898-
32165562

1群：818560303
2群：327894085
3群：673672440
4群：140529532

018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在经济学门类下属理论经济学（代码前四位0201）和应用
经济学（代码前四位0202）两个一级学科进行调剂招生。                                    

0898-
65736637

1群：947395731     
2群：625103606
3群：857977662

120200 工商管理
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按照二个层次逐级筛
选，每一层次按考生初试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调剂生源名
单，当上一层次人数少于缺额人数时才从下一层次补缺。                                               

019旅游学院 125400 旅游管理
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低顺序确定复试名单，分数相同条件
下，按照考生英语分数的高低而择优。差额比例限定在
1：1.5。                                               

0898-
65815316

681716020



海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专业一览表
（此表仅为参照，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具体信息以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为准）

招生学院 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基本条件与要求

（各专业仅接收初试统考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                                
联系方式                 QQ群号

021教师教育学院
（调剂系统内分属各相关学
院，咨询与资格审查及考试具
体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考生
务必在调剂系统备注栏填写相
对应的条件信息，如：具备数
学/物理/化学/师范专业全日制
本科学历等。同时将相对应的
佐证材料，按照“报考专业+考
生姓名+调剂作证材料”命名，
发送至邮箱：
1636691811@qq.com。不接受
其他任何形式的填报、补报，
若不按照要求填写或不发送佐
证材料到指定邮箱的，均视为
不符合此条件。 ）

045103
学科教学       

（语文-非全日制）

限中文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
业相同，初试科目与我校完全相同且可提供定向就业合同
者优先。

0898-
65782593

1群：690124469
2群：956505752
3群：914806654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需具备数学师范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
愿报考专业相同。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需具备物理师范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
愿报考专业相同。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需具备化学师范专业本科学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
专业相同。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需具备生物师范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或非师范生物专业
考生需5年以上中学生物教学经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
报考专业相同。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需具备历史学背景，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需具备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或第二学位为
地理科学师范专业，或辅修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并具有地
理学科教师资格证。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需具备音乐类本科学历，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
同。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
需具备全日制本科学历，具有体育类专业背景或国家一级
及以上运动员等级的考生优先。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
专业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