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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研究生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代码 二级招生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 网址 

00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1425 

联系人：孙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文科楼 104 
http://zhx.scnu.edu.cn/ 

00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586； 

020-39315260 

联系人：罗老师，高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文 3 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12 http://ggy.scnu.edu.cn/ 

0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博士招生 

联系电话：020-39310146 

联系人：王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文 2 栋经济与管理学院 214室 
http://em.scnu.edu.cn/ 

 

 

 

硕士招生 

联系电话：020-39310352 

联系人：林老师 

工商管理硕士 MBA招生 

联系电话：020-39310722 

联系人：王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文 3栋 416室 http://mba.scnu.edu.cn 

 

004 法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085 

联系人：吴老师、陈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文 1 栋法学院 211 室 
http://fxy.scnu.edu.cn 

 

005 教育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1326 

联系人：王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09室 
http://jky.scnu.edu.cn/ 

006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6460 

联系人：张老师、胡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609室 
http://site.scnu.edu.cn/ 

007 体育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272-8811 

联系人：叶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艺体 3栋体育科学学院 222室 
http://sport.scnu.edu.cn/ 

008 文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283 

联系人：何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 1栋 305室 
http://wxy.scnu.edu.cn/ 

009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5121 

联系人：成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文科楼 629 
http://sfs.scnu.edu.cn/ 

010 音乐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126 

联系人：罗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体 2栋 204 
http://music.scnu.edu.cn/ 

011 美术学院 联系电话：020-83625339 

联系人：钟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楼 C302 

http://aol.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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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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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usic.scnu.edu.cn/
http://aol.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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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历史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6409 

联系人：黄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科楼 427 
http://lswh.scnu.edu.cn/ 

013 数学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0809 

联系人：刘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114 办公室 
http://maths.scnu.edu.cn/ 

01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 020-39310372 

联系人：杨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理六-402 
http://physics.scnu.edu.cn/ 

015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311 

联系人：谢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理 4栋 223室 
http://ioe.scnu.edu.cn/ 

016 化学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0380 

联系人：莫老师、李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http://sce.scnu.edu.cn/ 

017 地理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4766 

联系人：宋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110 办公室 
http://geography.scnu.edu.cn/ 

018 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5535 

联系人：方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22办公室 

 

http://life.scnu.edu.cn/ 

019 计算机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1353-108 

联系人：罗老师、周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 102 办公室 

 

http://cs.scnu.edu.cn/ 

020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联系电话：020-85211436转

8106 

联系人：刘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106办公室 http://biop.scnu.edu.cn/ 

021 半导体科学技术研究院 联系电话：020-85215603-802 

联系人：周老师、罗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半导体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工办 407

室 

http://iomt.scnu.edu.cn/ 

022 国际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0005 

020-85217031 

联系人：姜老师、张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A103办公室 http://cicgz.scnu.edu.cn/ 

023 旅游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1060 

联系人：王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行政楼 B区旅游管理学院 

 

http://cicgz.scnu.edu.cn/index.html 

024 心理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2295、

020-85216483 

联系人：黄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05 办公室 http://psy.scnu.edu.cn/ 

http://lswh.scnu.edu.cn/
http://maths.scnu.edu.cn/
http://maths.scnu.edu.cn/
http://physics.scnu.edu.cn/
http://ioe.scnu.edu.cn/
http://sce.scnu.edu.cn/
http://geography.scnu.edu.cn/
http://life.scnu.edu.cn/
http://cs.scnu.edu.cn/
http://biop.scnu.edu.cn/
http://iomt.scnu.edu.cn/
http://cicgz.scnu.edu.cn/
http://cicgz.scnu.edu.cn/index.html
http://psy.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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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软件学院 联系电话：0757-86687735 

联系人：邱老师 

联系电话：0757-86687266 

联系人：曾老师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软件科技园 

华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 205 室 
http://ss.scnu.edu.cn/ 

029 国际商学院 联系电话：0757-86687323 

联系人：李老师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软件科技园 

华南师范大学综合楼东 A201 
http://ibc.scnu.edu.cn 

025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联系电话：020-39313713 

联系人：董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336室 
http://aoe.scnu.edu.cn/ 

030 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究院 
联系电话：020-85212160 

联系人：张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究院南楼（激

光大楼）103 室 

http://ibrr.scnu.edu.cn/ 

031 职业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757-86687324 

联系人：张老师，包老师 

联系电话：0757-86687709 

联系人：刘老师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软件科技园 

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综合楼东 A202） 
http://zyjy.scnu.edu.cn/ 

0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020-85210042 

联系人：董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07 室 
http://mks.scnu.edu.cn/ 

034 环境学院 
联系电话：020-39311265 

联系人：陈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理三 203室 
http://soe.scnu.edu.cn/ 

035 教师教育学部 

联系电话：020-85211707 

联系人：陈老师、陶老师、冯

老师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 

华南师范大学田家炳楼 b104 http://cte.scnu.edu.cn 

036 城市文化学院 
联系电话：0757-86687514 

联系人：徐老师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软件科技园 

华南师范大学综合楼东 B202 
http://cswh.scnu.edu.cn 

037 量子物质研究院 联系电话：020-39337116 

联系人：卫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量子物质研究院理八 217 室 
http://iqm.scnu.edu.cn/ 

038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 联系电话：020-39310373 

联系人：吴老师、梁老师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华南师范大学文 3栋 620办公室 http://sts.scnu.edu.cn/ 

 

http://ss.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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