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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洪职院字〔2020〕13 号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精神，深化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改革，进一步提升我院办学水

平和更好发挥我院人才培养特色，按照教育部有关政策规定，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资

格的通知》、《关于做好全省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

工作的通知》（赣教考字〔2020〕2 号）、省教育考试院关于

印发《江西省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实施办法》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江西洪州

职业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为指导，按照教育部有关政

策规定，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0 年高等职业院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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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招生资格的通知》、关于做好全省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

独招生工作的通知》（赣教考字〔2020〕2 号）、省教育考试

院关于印发《江西省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实施办

法》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坚持诚信招生、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开拓思路、勇于创新，确保我院单独招生的各

项工作和操作程序规范有序，确有成效。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我院单招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我院成立由执

行董事任组长，院长、副院长担任副组长，招就处、院办、

教务处、宣传部、资产管理处、财务处、综治办、学工处、

院团委、纪检监察室以及各系部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单独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指导、协调和监督单招各项工

作。下设招生录取组、接待组、咨询组、命题考务组、安全

保卫组、纪检监察组、后勤保障组、校园宣传组、财务收费

组和疫情防控组等各工作小组，保障单独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

具体如下：

组长：孙启平

副组长：郑力、赵象沐、刘玉、胡桂香

成员：刘衍蔚、冯锦玫、熊建设、甘游亮、王军、管赣

州、聂凤梅、吴磊、程小弟、赵长华、雷宁、辛亚明、刘志

云、卢省花、秦良、黄静、徐碧玉、范细妹

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单独招就处公室，刘衍蔚任

主任。

（一）招生录取组（招就处，责任人：刘衍蔚）

主要职责：负责单招考试现场确认，协调参观、车辆接

送、住宿、用餐、考试结果公布、录取、发放通知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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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待组（学工处、团委，责任人：雷宁）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学生助理、学生干部 30 人参与单招

考生接待工作；现场确认助理 4 人，食宿安排助理 2 人，食

堂秩序维护助理 4 人，酒店住宿安排助理 2 人，疫情防控助

理 6 人，车站接待助理 10-12 人。负责协助学校各工作组开

展工作。

（三）咨询组（各系，责任人：卢省花、秦良、黄静、

徐碧玉）

主要职责：负责安排专职老师或学生在各主要实训室负

责参观讲解；负责安排专业老师在图书馆大厅负责为学生介

绍专业。

（四）命题考务组（教务处，责任人：熊建设）

主要职责：负责组建单独招生命题专家库，负责文化考

试试题和综合素质测试内容的命制、审核和保管；负责考场

的编排和落实；负责考场的布置；负责考场信息的公布和指

引；负责监考教师的培训和安排；负责文化考试和综合素质

测试的安排；负责评卷和成绩统计。

（五）安全保卫组（保卫处，责任人：程小弟）

主要职责：负责试题传递、保管的安全；负责报名、考

（测）试期间校园秩序的维护；负责考生在学院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负责各实训室开放；负责校园卫生干净整洁。

（六）纪检监察组（纪委，责任人：刘志云）

主要职责：负责招生录取全过程监督；负责接待考生来

信来访；负责处理考生和家长反映的问题。

（七）后勤保障组（资产管理处，责任人：管赣州）

主要职责：配备专人在图书馆一楼大厅负责安排学生住

宿、用餐、车辆接送，负责考录期间的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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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准备男、女各一间学生宿舍以供参观。

（八）校园宣传组（宣传部，责任人：王军）

主要职责：负责校园氛围布置，彩虹门、条幅、彩旗布

置，考试期间的拍摄宣传，现场确认时校园广播播放等。

（九）财务收费组（财务处，责任人：聂凤梅）

主要职责：负责学生食宿费的收缴；负责考生来校车票、

包车路费报销等。

（十）疫情防控组（综治办，责任人：赵长华）

主要职责：负责进入校门和考试区域的考生及考务工作

人员的扫码及体温测试登记；负责设立疫情防控留观室和隔

离室；负责考务人员 5 月 24 日前 14 天的体温与健康监测；

负责执行体温异常考生或考务人员的疫情防控紧急预案等。

三、招生对象

符合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办理我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含“三校生”考试）报名手续的

考生。

院系 序号 招生专业 学制 备注

护理

系

1 护理 三年

2020 年我院单

招总计划为

1028 人，不分

专业计划，满足

考生第一专业

志愿录取要求。

2 社会体育 三年

3
社会体育（艺术

舞蹈）

三年

教育

系

4 学前教育 三年

5
幼儿发展与健康

管理

三年

6 建筑室内设计 三年

7 艺术设计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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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安排

（一）提前准备工作

1、招就处须在4月20日前拟定《2020年单独招生简章》，

发布在学院招生信息网站上；更新单独招生页面信息，完善

单独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公布我院单招报名办法，确保

考生网上报名通畅。并印制好《诚信考试承诺书》，供考生

现场确认时签字。

2、教务处须在 5 月 15 日前组建专家队伍，于 5 月 20

日前完成文化考试和综合测试试卷命题（含备份卷）和印制

工作。

经管

系

8 会计电算化 三年

9 旅游管理 三年

10 酒店管理 三年

11
高速铁路客运乘

务

三年

12 电子商务 三年

13 物流管理 三年

14 市场营销 三年

工程

系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年

16 软件技术 三年

17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三年

18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三年

19
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

三年

20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三年

21 工程造价 三年

22 建筑工程技术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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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卫处须做好试卷三防工作，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4、总务处须做好考生食宿安排及其他服务工作。

5、院办、宣传部、学工处做好校园氛围布置，选拔志

愿者，开展职业教育宣传活动。

6、资产处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准备工作。

（二）报考

1、报考时间：5 月 6 日—5 月 10 日，逾期不再办理。

2、报考方式：考生自行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址

（http://www.jxeea.cn）“高职单招报考系统”（考生不需

要到县级招办领取密码），按网页提示的流程操作，进入网

报系统选报院校及专业。每个考生可选 1 至 5 个专业及是否

服从专业调剂。

3、数据下载：学院招就处于 5 月 11-12 日在“江西省

高等职业院校单考单招数据报送系统”下载本校考生数据。

4、报考确认：考生凭二代身份证于 5 月 23 日到我院图

书馆一楼招就处进行确认、签订《承诺书》、缴纳食宿费 200

元/生、领取准考证、熟悉考场等。

（三）全省统一考试

1、考试时间：5 月 24 日上午

2、考试内容：文化考试、综合技能测试两部分，总分

450 分。文化考试：语文、数学合卷考试，满分 300 分，考

试时间 150 分钟；

综合技能测试 ：综合技能测试，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3、考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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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 科 目

5月24日上午

8:00-10:30 语文、数学（合卷）

10:50-12:2

0
综合技能测试

4、在考核结束后，教务处及时组织教师阅卷，由纪检

监察组全程监督，在规定的时间将全体考生成绩交招就处。

五、录取

（一）录取原则

1、录取工作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

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2、根据考生文化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技能测试成绩两部

分成绩之和确定总分，按各专业计划数及录取规则划定最低

控制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考生。

（二）录取安排

1、6 月 4 日前，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并在学校网站公示。

2、被拟录取考生须在 6 月 6 日前持有效证件到学校办

理录取确认手续。逾期不确认者，视为放弃录取。

3、6 月 7 日，招就处将录取数据库上传至“江西省高等

职业院校单考单招数据报送系统”；6 月 8 日持录取数据光盘

至省考试院审核备案并办理录取手续。

4、6 月 13 日前，招就处在我院网站公布正式录取的考

生名单，并同时寄发录取通知书。

（三）录取说明

被单招院校录取的考生，与参加普通高考录取的新生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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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相同的一切待遇。考生录取后，一律不得再参加普通高考

及录取。

六、工作要求

要认真执行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中实施“阳光工程”

的各项要求，着力规范办学行为，强化信息公开力度，完善

监督措施，尤其要加强试题保密和考务考场管理，录取各项

工作要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确保录取公平、公正、公

开。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办与单独招生挂钩的辅导班、补习班。

七、违规处理

1、单独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由学校监察部门参与、实施

监督，并主动接受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和社会

各界的监督。

2、考生本人应本着诚信原则向学校提出报考申请，如

有以虚报、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它欺诈手段取得

单独招生报考资格的，学校将取消其报考资格。

3、凡在单独招生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和工作人员，按教

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处理。

八、疫情防控措施

1、做好前期防疫准备工作。学校疫情防控组要制定工

作预案，细化异常情况处理流程，开展实地演练，对考务人

员开展疫情防控和考试安全培训；命题考务组要设置专用隔

离考场和备用考场；后勤保障组要准备充足的防护物资，提

前一天对校内相关场所进行全面消毒。

2、做好涉考人员健康监测。学校招就处要牵头提前 14

天确定招生宣传人员、现场确认接待人员、命题人员、监考

人员、考务人员和评卷人员等涉考人员名单；疫情防控组应

提前 14 天对涉考人员进行身体状况监测，有发热、咳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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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异常情况的人员不得参与考务工作。

3、做好考生个人防护指导。学校招就处与疫情防控组

要制定《考生个人防护注意事项和防护须知》，招生人员要

一对一与考生取得联系，确定来校行程，对考生来校途中全

程戴口罩、不去站外公共场所、到校现场扫码签到、参加考

试须接受“赣通码”验证和体温测试等事项提出具体要求，

考生相对集中的县市由学校派车辆点对点接送参考。

4、做好各环节防护措施。学校根据报考人数和考务工

作实际情况，制定以下工作流程：

（1）来校现场确认。考生到校通过校门口“体温测试”

通道进校；到图书馆一楼大厅门口逐一查验“赣通码”，进

入大厅后采用扫码确认、扫码缴费、考场上签订《承诺书》

等便捷措施，提高效率。

（2）食宿安排。考生来校由学校统一安排食宿，学校

食堂开设专用窗口，间隔一米排队凭餐券领取盒饭，设置专

门区域用餐。住宿宾馆提前一天进行卫生消毒，告知考生不

要窜门、不要聚集。

（3）考试。考场提前一天做好消毒工作，确保考场通

风良好，考生座位间距合理。考生进入考试区域，要逐一查

验“赣通码”和检测体温，对体温异常、发热的考生登记后

立即送医护小组诊断，允许参加考试的要安排在专用考场考

试。

（4）返程。考试结束后，按照考生来校相应流程，尽

快安排考生返程，并做好考生返程后的跟踪登记。

九、联系方式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招就处

学校地址：江西省丰城龙津湖总部基地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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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4008079191、 0795-6520123、19970595656

学校网址：http://www.jxhzxy.com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