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接收高校必须单独为“专转本”学生组建班级，不得插班学

习。

  4.接收高校要将“专转本”工作纳入学校本科培养规模，根据

“专转本”生源情况、自身办学条件和往年接收规模，合理地申报

接收计划。要按照本科专业与报考考生专科阶段所学专业基本相

同的要求，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和《普

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认真

制订“专转本”专业计划。接收高校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前将接收

计划按附表数据库格式报送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电子文本和纸

质文本各 1 份，纸质文本须加盖学校公章，电子文本发至

jssjyt_xsc@163.com）。与 2019 年相比，拟调整接收规模和专业

结构的高校要专门提交报告。省教育厅对各校申报的计划进行审

核后下达。

  5.接收高校应根据我厅下达的“专转本”计划，制定办班简

章。简章应明确招生人数、专业名称、专业要求、办班地点、学

费标准、培养方式、学籍管理、毕业证书发放等内容。简章应上

网供考生查询。

  二、选拔对象及方法

  1.选拔对象为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经省招生部门按

规定程序正式录取的，在本省各类普通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

生（含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学生）；经设区市招生部门按照规

定程序正式录取的，在本省各类学校的五年一贯制高职的五年级

在籍学生；我省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



完成高职学业后，经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核后

可参加“专转本”选拔考试。

  2.针对上述三种选拔对象采取三种选拔方法：普通高职（专

科）学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转本”实行全省统一考试选拔的办

法；五年一贯制高职的五年级在籍学生“专转本”由接收院校组织

考试，择优录取，实施方案另行印发；少数国家和省级示范性高

职院校应届毕业生由接收高校自主招生，实施方案另行印发。

  3.继续做好高校自主招生工作。2020 年，自主招生计划为

950 个，安排在南京晓庄学院、苏州科技大学、常熟理工学院、

盐城工学院、淮阴工学院、徐州工程学院等 6 所普通公办院校，

只面向国家和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招生。自主招生工

作在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报名、学校按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推荐的

基础上，由接收院校采取专业理论考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法，择

优录取，录取工作须在普通高校“专转本”统一考试学生报名前结

束。自 2022 年起不再举办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自主招生计划并

入统一考试招生计划。

  三、报名、志愿填报及考试

  1.报名条件：（1）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2）

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能正常毕业。

报名工作安排在 2020 年 1 月上旬。

  2.报名资格审查。普通高校申报“专转本”的考生，由考生推

荐高校根据报考条件、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资格审核，

并在校区醒目处张榜公布。



  3.志愿设置。2020 年“专转本”录取工作按照考生报考类别设

置平行院校志愿。考生可根据自己在专科阶段所学专业情况，按

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所划分的十

二个学科门类，在本学科门类中选择相同或相近专业。每生最多

可填报五所院校的五个专业。

  4.考试。文科（英语、日语类）、艺术类考试科目：大学语

文（150 分）、英语（日语）（150 分）、计算机基础（100 分）；

理工科类考试科目：高等数学（150 分）、英语（150 分）、计算

机基础（100 分）。满分均为 400 分。英语类考生英语试卷不同

于其他类考生。省控线按文科类、英语类、日语类、理工科类、

艺术类分别划定。考试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1 日。

  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学生和我省普通高职（专科）退役士

兵 “专转本”的报名、考试、录取工作均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

一组织、统一监督。我省退役士兵凭身份证、普通高职（专科）

毕业证书和士兵退役证等材料在指定的地点报名。

  四、转入与培养

  1.全省统一考试结束后，由省教育厅统一划出录取资格线，

有关本科院校根据公布的计划和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

取，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录取和监督。对不符合接收高校对专

科所学专业要求、专业基础课不符合招生要求的考生，学校可以

不予录取。

  2.省教育厅对录取结果进行审核和注册，并办理相关学籍变

更手续。



  3．“专转本”新生凭专科毕业证书和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到本

科院校办理入学手续，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专转本”学生，接

收院校不得办理入学手续。“专转本”学生统一转入本科三年级学

习。

  4.普通高校“专转本”学生学费与接收院校同专业学生实行

相同标准。

  5.普通高校“专转本”自主招生录取工作由接收院校负责，在

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本着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

则，制定录取办法。按考试累计总分从高到低顺序确定拟录取考

生名单，经省教育厅审核后，确定录取名单，学校发放录取通知

书。

  6.接收院校要全面总结近年来“专转本”工作，针对“专转本”

学生实际情况，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认真修改和完善人才

培养方案，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五、学籍管理与就业

  1.“专转本”学生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2.“专转本”学生除国家和省有明确规定的，享受与转入学校

本科生同等待遇。“专转本”学生毕业证书内容要按照国家规定填

写。

  3 “专转本”学生毕业时，按国家有关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政策

执行。

  六、加强组织领导

  1.接收院校要切实加强对“专转本”工作的宣传、组织和领





附件 1

2020年“专转本”招生计划数据库格式

含含含含  义义义义 字字字字段段段段名名名名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院校代号 Yxdh 字符 4

院校名称 Yxmc 字符 50

专业代号 Zydh 字符 2 专业代码统一编排，不能重复

专业名称 Zymc 字符 50

招生类别 zslb 字符 1

1 文史类，2 理工类，

3 英语类，4 日语类，

5 艺术类

学科门类代码 xkdm 字符 2 按教育部规定的十一个大类

专业代码

（国标）
gjzydm 字符 6

计划数 Jhs 数值 5，0

学费 Xf 字符 5

备注 bz 字符 100
如对专科阶段学习有特殊要

求，请注明。



—8—

附件 2

2020年“专转本”申报计划表（纸质样表）
院校名称（盖章）：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专业名称

招生

类别

专业

代码

学科

门类

学科门

类名称

计划

数

学

费
备注

计划总数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1 法学 文史类 030101 03 法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3 会计学 文史类 110203 11 管理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4 会计学 理工类 110203 11 管理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5 英语 英语类 050201 05 文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6 日语 日语类 050207 05 文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7 艺术设计 艺术类 050408 05 文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8 音乐类 艺术类 050401 05 文学 XX XXXX

0000 XX 大学 XX 学院 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080601 08 工学 XX XXXX

专科阶段须学习过

电力技术类课程的

学生方可报考

填表人：                  填表日期：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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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