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工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根据《江西省普通高校推荐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本科阶

段学习暂行办法（修订）》（赣教高字〔2019〕17 号）和《关于做

好全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赣教考字

〔2019〕7 号）等文件精神，2019 年我校面向全省高校招收普通高职

高专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相关专业学习。

一、学校简介

南昌工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民族教育特点突

出的全日制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于 2015 年被江西省批准为首批向

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本科院校(赣教办函[2015]32 号)。转型发

展以来，学校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 号）要求,

认真落实“四个转到”并取得较好成效，2017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二、招生专业及名额

2019 年我校共招收理工类、经管类、文史类、艺术类和体育类

等五类 17个专业专升本学生 1000 名。具体招生专业及名额如下：

院系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招生计划数

财富管理学院
1 财务管理 经管类 50

2 会计学 经管类 150

传媒设计学院
3 环境设计 艺术类 40

4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40

人工智能学院

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50

6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类 50

7 软件工程 理工类 50

8 网络工程 理工类 50

文学院 9 秘书学 文史类 40

人居环境学院
10 土木工程 理工类 100

11 工程造价 理工类 100

商务贸易学院
12 电子商务 经管类 50

13 市场营销 经管类 50



体育学院 1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类 30

新能源车辆学院

15 汽车服务工程 理工类 50

16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类 50

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理工类 50

合计 1000

三、选拔范围

1、统招入学的普通高职高专应届毕业生，政治思想好，身体健

康，成绩优秀，在校期间没有考试舞弊或受到纪律处分等不良记录，

经所在高校推荐，可参加选拔考试。学生应按高职高专阶段就读专业

报考相同类别相关专业。

2、我省户籍 2009 年以后应征入伍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

历的退役士兵，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职（专科）毕业

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和“下基层”服务期满后接受本科教育招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09﹞6号)文件精神，可自愿报名参加我校专升本

考试，考试科目与我校同专业普通考生相同。

四、报名须知

考生按照所在学校报名通知要求到所在学校报名,并按如下要求

向所在学校提交相关材料，经所在学校审核后统一于 2019 年 5月 19

日前报我校。学生个人需要向所在学校提交的相关材料是：

1.《江西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报名推荐表》一式三份或《江

西省 2019 年普通高职（专科）学历退役士兵专升本报名表》一式两

份，并贴上一寸免冠照片。

2.电子照片一张。照片要求 jpg 格式，以身份证号命名，大小在

6kb—20kb 之间，尺寸不超过 480*640(宽高比为 3:4)，宽度在 90—

480 之间且须小于高度。

3.报考学生的“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复印件一份（加盖

教务处公章，本校报考者可免交）。



4.本人签字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需加盖学院公章）。

5.在校期间无违纪证明（需加盖学工处公章）。

6.每名考生向所在学校缴纳报名考试费 130 元，然后由所在学校

统一汇入南昌工学院账户（账号：36001050100050004871，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南昌西湖支行，户名：南昌工学院，并在汇款备注栏注

明汇款学校名称，每位学生 130 元）。

五、考试安排

选拔考试科目包括英语和两门主要基础课。考试具体安排如下：

6月 1 日上午 9:00-11:00（英语，不考听力）、下午 13:00-14:40（计

算机基础）,15:10-16:50（高等数学（理工类）、经济数学（经管类）

或大学语文（文史类、艺术类、体育类）。各招生专业考试科目如下

表所示：

院系 招生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财富管理学院
1 财务管理 英语、计算机基础、经济数学

2 会计学 英语、计算机基础、经济数学

传媒设计学院
3 环境设计 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

4 视觉传达设计 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

人工智能学院

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6 电子信息工程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7 软件工程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8 网络工程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文学院 9 秘书学 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

人居环境学院
10 土木工程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11 工程造价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商务贸易学院
12 电子商务 英语、计算机基础、经济数学

13 市场营销 英语、计算机基础、经济数学

体育学院 1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

新能源车辆学院

15 汽车服务工程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16 机械电子工程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

参考教材：

1.英语：《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I》，宋乃康、肖学农，陕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2009 年 3 月第 1 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II》，宋乃

康、肖学农，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年

2.计算机基础：《办公自动化项目教程》，王剑、邹水龙，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4 年 9 月

3.高等数学、经济数学：《高等数学》（少学时），李秀珍，北

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版

4.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实验教程》，黄春慧，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六、录取原则

录取工作将严格遵循省教育厅文件精神，按以下办法执行：

1.按照英语科目和两门基础课考试科目总分按专业类别进行排

序，按总分从高到低的原则实施预录取。

2.如果在录取分数线上出现相同分数，先按英语成绩排序择优录

取；若成绩相同，则按计算机基础成绩排序择优预录取；若计算机基

础成绩相同，则按另外一门基础课成绩排序择优预录取。

3.如被预录取考生未按规定时间办理正式录取手续，取消其预录

取资格。专升本学习期间，学生一律不调换专业。

4.如考生对自己所考科目分数有疑问，可在公布成绩之日起三天

之内，本人写出书面申请，由学校组织查分。

5.普通高职（专科）学历退役士兵接受本科教育录取办法按江西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

知》（赣教考字〔2019〕7 号）文件执行。

6.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学校在招生录取中将向少数民族考生和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倾斜。

七、学费待遇



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学生，学费等各项收费按我校 2019 级新生

相同专业收费标准执行，享受统招本科生相同的待遇。学生学习期满，

各科成绩合格，按教育部[2002]15 号文件要求颁发南昌工学院本科

毕业证书（注明专升本，毕业证书按本科阶段实际学习年限填写）。

八、培养方式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及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 号）

要求，积极探索“3+2”学制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开展本科

层次“1+x”试点，构建专本衔接的职业教育立交桥。以因材施教、

衔接培养为原则，以产教融合、“1+X”为重点，以夯实基础、提高

技能为目标，通过两年的培育提升，努力培养素质更高、理论扎实、

技能拔尖的优秀本科层次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九、其它事项

1.报考我校的本校考生请于5月30-31日到本校各二级学院教务

科领取准考证；报考我校的外校考生请于 5月 30-31 日到南昌工学院

教务处考务科（行政楼 303 室）领取准考证。

2.专升本信息发布网站：jwc.ncpu.edu.cn

3.联系人:龚老师：0791-87713670，15579127839，

李老师：0791-87837202，13576101805

4.工作联系邮箱:xjk_ncpu@163.com

5.投诉电话：0791-87713661，投诉邮箱：jwc_ncpu@163.com

校纪委投诉举报电话：0791-87713603 13576028334

mailto:jwc_ncp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