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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2022 年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攻读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师

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

75 号）提出：“原签订《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且正在履约

任教的免费师范生，一律依照公费师范生政策管理，相关各

方权利和义务以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明确。”、“公费师

范生按协议履约任教满一学期后，可免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公费师范生本人向本科就读的部属师范大学

提出申请，经任教学校考核合格并批准，部属师范大学根据

任教学校工作考核结果、本科学习成绩等进行综合考核后，

录取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非全日制形式学习专业课

程。任教考核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的，授予相应的学历、学

位证书。” 根据教育部统一安排，西南大学免试招收我校毕

业的公费（免费）师范生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欢迎我校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积极报考！ 

一、招生宗旨 

支持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结合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实际继续深造和专业发展。通过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使

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创新意识，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较强的教育教学实

践反思能力，为将来成长为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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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代码及名称 招生学部、院代码及名称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3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蒲老师（023-68254020）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308 文学院 易老师（023-68252701）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314 数学与统计学院 阳老师（023-68252976）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31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熊老师（023-68254608）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316 化学化工学院 张老师（023-68252955）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317 生命科学学院 朱老师（023-68367471）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310 外国语学院 蒋老师（023-68254409）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313 历史文化学院 姜老师（023-68252320）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318 地理科学学院 李老师（023-68252370）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311 音乐学院 向老师（023-68252325）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 307 体育学院 黄老师（023-68252345）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312 美术学院 袁老师（023-68367444）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321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飞老师（023-68251057） 

045115 小学教育 305 教育学部 秦老师（023-68253014）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306 心理学部 陈老师（023-68252777）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31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熊老师（023-68254608） 

045118 学前教育 305 教育学部 秦老师（023-68253014） 

045119 特殊教育 305 教育学部 秦老师（023-68253014） 

三、报考条件 

1.我校本科毕业的公费（免费）师范生； 

2.公费（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到中小学任教满一学期，

并经任教学校考核合格； 

3.按《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或《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

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且工作年限协议规定的服务期内。 

符合以上各项报考条件者，均可申请免试攻读我校非全

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四、报名及提交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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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步骤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上报名。准备申请 2022 年免

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公费（免费）师范毕业

生，须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10 月 15 日期间登陆“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tm）”进行正式网上报名，

按要求缴纳报名费，上传电子照片。网上报名时申请类型必

须选择公费（免费）师范生，报名考试点必须选择西南大学

（报名考试点代码：5007），招生单位必须选择西南大学（招

生单位代码：10635），学习形式必须选择非全日制，专业

必须选择本简章所列招生专业（专业代码前四位为 0451），

否则报名信息无效。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

查看学历校验结果。未通过学历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

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请参照研究生招生考生学历验证

或认证办法进行，网址：http://yz.swu.edu.cn/），并于 10 月

20 日前将认证报告交寄至学校研招办（地址：重庆市北碚区

天生路 2 号西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 023-68252456，

邮寄请使用 EMS 或顺丰快递），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yanzhao@swu.edu.cn，邮件命名格式为：身份证号+姓名，并

主动确认材料已按时收到。 

请考生务必保证网上提交信息的准确性，若因网上报名

信息有误造成不能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2、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http://yz.chsi.com.cn/tm
http://yanzhao.swu.edu.cn/cqarticle5.php?articleid=237
mailto: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yanzhao@swu.edu.cn
mailto: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yanzhao@s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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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大学 2022 年接收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

免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表》。请如

实、准确填写申请信息，本人亲笔签字，由任教学校填写任

教是否合格的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2）任教工作总结及研究计划报告。提交一份 3000 字

左右的报告，说明任教以来的工作心得，以及攻读教育硕士

期间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 

（3）本科学习成绩单及在大学学习期间和工作期间获

得的各类获奖证书和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 

考生务必将以上材料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直接寄（或

送）到拟申请学部、院的研究生教务办公室。邮寄地址：重

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西南大学××××××××××学部、院研究

生教务办公室，邮政编码：400715，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请参

见前面招生专业中公布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五、资格审查、复试及录取 

学校各招生学部、院根据考生网上填报的报名信息、提

交的书面申请材料，对考生进行报考资格审核并进行复试，

复试形式由各学部、院自行确定。 

学校根据考生所任教学校的考核结果、本科学习成绩和

复试综合表现等情况研究确定录取名单，发放正式录取通知

书。体检要求按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

录取。任教学校考核不合格、不符合报考条件、提供虚假信

息或不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六、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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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学制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3-5 年，实行学分制。课程学

习主要通过远程教育和寒暑假集中面授方式进行。 

七、学位授予 

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公费（免费）师范毕

业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必修环节，

通过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非全

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并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学费及其他 

（一）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 8000 元/年，第

三年 4000 元/年。 

（二）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的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就读期间不转任何关系，学习结束

后仍在原单位任教，按有关规定毕业后发放的毕业证书将注

明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

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

地位和相同效力。 

（三）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公费（免费）

师范毕业生，如未按《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或《师范生公

费教育协议》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学校按教育部规定取消

其录取资格（学籍）。 

（四）以上内容若有变化，以上级文件为准。本招生简

章的最终解释权归西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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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2022 年接收公费（免费）师范毕业生免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网上报名编号      

照 

 

片 

（近期一寸免 

冠正面照片）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学院代码及名称            

申请硕士专业代码及名称        

本科就读院系及专业名称  

现任教课程  

任教学校名称  邮政编码  

任教学校地址    

民  族  政治面貌  

本科毕业时间        年   月 本科毕业证书编号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职称  职务  

本人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奖励处分情况（本科和工

作期间） 
 

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本

科和工作期间） 
 

申请人承诺 

  我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完全真实、准确且与网上报名信息一致，如上述信息虚假不实，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

一切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审核意见 

该申请人在我单位工作期间，工作考核  □合格  □不合格。 

 

       负责人签字：                             工作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部、院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部、院公章 

            年   月   日 

招生学校审核意见： 

 

                                      招生学校研究生招生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