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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所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生试点联合考试招生简章 

 

2018年我区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共有广西

师范大学、广西科技大学、河池学院、百色学院、梧州学院、贺州学院、钦州学

院、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等 9 所招生院校联合测试，成绩互认

形式，为确保联合考试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简章。 

一、报考条件、推荐材料报送、技能免试审核 

（一）考生的报考条件、推荐材料报送及考生资格审核程序，严格按照自治

区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8 年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

点工作的通知》（桂教高教〔2018〕16 号）、广西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8 年

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桂

考院〔2018〕76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各中职学校按《2018 年联合招生院校互认考生资格审核结果及材料接

收院校列表》（见表 1）要求，将 1 份考生推荐材料寄送至相应本科院校。考生推

荐材料须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前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送（以邮戳为准，逾期负责

审核院校将拒绝接收，遗留问题由中职学校负责解决）。各本科院校于 4 月 25 日

前完成对各中职学校校长实名推荐考生的资格审核工作，将审核结果报自治区教

育厅及招生考试院备案，并在本校网站上公布。 

（三）凡符合报考条件，并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竞赛三等奖及以上者

可申请相关专业（设计学类专业除外）的职业技能免试（其中国家级技能比赛是

指由教育部、国家有关部委举办或委托行业举办的比赛；自治区级技能比赛是指

由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委厅举办或委托行业举办的比赛）。 

设计学类（工艺美术、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获得自

治区级一等奖、国家级三等奖（含）以上技能竞赛的，可申请技能免试。 

符合条件的考生，于 2018 年 4 月 23日前将获奖证书复印件（盖章并注明与

原件相符）、免试申请表（见附表 2）纸张材料一份报材料审核的本科院校，同时

在“ 2018 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联合考试申报及成绩查询系统” 

（ http://bkzs.gxnu.edu.cn/pg/zz/login.php）上填写相关信息并递交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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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经院校审核通过者，4 月 25 日前将在上述系统中公布免技能考试者名单。

已通过审核的职业技能免试者如文化联考成绩达到对口本科院校对口专业的录

取分数线，将优先录取。 

（四）考生申请免职业技能考试审核的结果各招生院校互认。 

（五）职业技能测试是按照大类进行，大类相同的专业技能考试执行同一套

测试方案。各联合招生院校在技能考试类别相同的情况下互认考生资格审核结

果，考生资格审核结果互认专业见下表。 

 

表 1  2018年联合招生院校互认考生资格审核结果及材料接收审核院校列表 

序 

号 

专业名称 技能考试 

类别 

招生院校名称 主考院校 

（含文化及技能） 

负责接收并审核中

职学院材料院校 

1   

 

学前教育 

 

 

教育学类 

广西师范大学  

1.贺州学院 

2.梧州学院 

 

 

贺州学院 
2  百色学院 

3  梧州学院 

4  贺州学院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  旅游管理 旅游类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7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机械类 

广西师范大学  

梧州学院 

 

梧州学院 
8  梧州学院 

9  贺州学院 

10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类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科技师范学

院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2  工艺美术  

设计学类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13  服装与服饰设计 百色学院 

14  视觉传达设计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5  产品设计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6  护理学 医药卫生类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科技大学 

17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类 

百色学院 1.百色学院 

2.广西科技师范

学院 

百色学院 

 

 

18  贺州学院 

19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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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络工程  

计算机类 

河池学院  

 

河池学院 

 

 

河池学院 22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百色学院 

23  河池学院 

2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6  物联网工程 河池学院 

2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类 百色学院 百色学院 百色学院 

28  通信工程 电子类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民族师范学

院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9  秘书学 中国语言文

学类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0  越南语 外国语言语

言文学类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程类 钦州学院 钦州学院 钦州学院 

32  市场营销 管理学类 钦州学院 钦州学院 钦州学院 

33   

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与

工程类 

钦州学院 1.钦州学院 

2.广西民族师范

学院 

钦州学院 

3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二、考试要求 

报考本科对口中职试点的考生必须参加本科院校组织的考核，考核采用“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科目设置及相应考试形式。着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均采用联合测试的方式，由

广西师范大学牵头组织，考生在报考专业相应的主考院校参加考试。有 2所主考

院校的专业，按照考生在网上申报的先后顺序，由考生自行选择考点，当选择某

一主考院校的考生数超过该考点设置的最大考位数时，余下考生将由申报系统指

定到另一所主考院校参加考试。 

三、招生专业及人数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对口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广西师范

大学 

学前教育 90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舞
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教育
类（学前教育）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
舞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
其他（幼儿教育）  

旅游管理 50 
旅游服务类（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导游服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西餐烹饪） 

服务类（烹饪<中式烹调>、烹
饪<西式烹调>、烹饪<中西式面
点>、饭店<酒店>服务、导游、
商务礼仪服务、会展服务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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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对口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理、茶艺） 

工艺美术 50 
文化艺术类（工艺美术、美术设计
与制作、民族美术、民间传统工艺、
民族服装与服饰） 

轻工类(陶瓷工艺、陶瓷美术、
染整技术、化纤生产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50 

农林牧渔类（农业机械使用与维
护）； 
加工制造类（机械制造技术、机械
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
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机电设备
安装与维修、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电气
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 
交通运输类（港口机械运行与维护） 

机械类（机床切削加工<车工>、
机床切削加工<铣工>、机床切
削加工<磨工>、铸造成型、锻
造成型、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数控加工<数控铣工>、数控加
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
床装配与维修、数控编程、工
量具制造与维修、机械设备维
修、机械装配、机械设备装配
与自动控制、模具制造、模具
设计、冷作钣金加工、制冷设
备运用与维修、数控电加工、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服务工程 50 

加工制造类（汽车制造与检修、汽
车电子技术应用）； 
交通运输类（汽车运用与维修、汽
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汽
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机械类（汽车制造与装配）； 
交通类（汽车驾驶、交通客运
服务、汽车维修、汽车电器维
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装
饰与美容、汽车检测、汽车营
销） 

广西科技

大学 
护理学 120 

护理（护师）、助产（助产士） 
 
注：男生需要 165CM以上（含
165CM）,女生需要 155CM以上（含
155CM）及不招色盲色弱 

护理（护师）、助产（助产士） 
 
注：男生需要 165CM以上（含
165CM）,女生需要 155CM以上
（含 155CM）及不招色盲色弱 

河池学院 计算机与科学技

术 

50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

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计算机网络

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防

系统安装与维护、计算机与数码维

修、计算机动画制作、广告设计与

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信息类（计算机网络应用、计
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
维修、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游戏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
计算机广告制作、多媒体制作、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网络工程 50 

物联网工程 50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

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计算机网络

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防

系统安装与维护、计算机与数码维

修、计算机动画制作、广告设计与

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信息类（计算机网络应用、计

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

维修、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游戏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

计算机广告制作、多媒体制作、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百色学院 

学前教育 50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舞
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教育
类（学前教育）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
舞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
其他（幼儿教育）  

食品科学与工程 50 

轻纺食品类：食品生物工艺、粮油
储运与检验技术； 

服务类：烹饪（中式烹调）、
烹饪（中西式面点）；农业类：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轻工类：
食品加工与检验；粮食工程； 

财务管理 50 财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化） 财经商贸类（会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50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计算机网

信息类（计算机网络应用、计
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
维修、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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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对口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络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
防系统安装与维护、计算机与数码
维修、计算机动画制作、广告设计
与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机游戏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
计算机广告制作、多媒体制作、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服装与服饰设计 50 文化艺术类（服装设计与工艺） 服装模特 

梧州学院 

学前教育 80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舞
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教育
类（学前教育）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
舞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
其他（幼儿教育）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50 

农林牧渔类（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农村电气技术）；资源环境类（矿
山机械运行与维修、矿山机电）； 
土木水利类（工程机械运用与维
修）； 
加工制造类（所有专业）； 
交通运输类（汽车运用与维修）  

机械类（所有专业）；电工电
子类（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
配与维护、工业机器人应用与
维护）； 
交通类（汽车维修、工程机械
运用与维修）；农业类（农业
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
术）； 
能源类（矿山机械操作与维修、
矿山机电） 

贺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50 

农林牧渔类（农业机械使用与维
护）； 
加工制造类（机械制造技术、机械
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
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机电设备
安装与维修、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电气
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 
交通运输类（港口机械运行与维护） 

机械类（机床切削加工<车工>、
机床切削加工<铣工>、机床切
削加工<磨工>、铸造成型、锻
造成型、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数控加工<数控铣工>、数控加
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
床装配与维修、数控编程、工
量具制造与维修、机械设备维
修、机械装配、机械设备装配
与自动控制、模具制造、模具
设计、冷作钣金加工、制冷设
备运用与维修、数控电加工、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学前教育 50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舞
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教育
类（学前教育）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
舞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
其他（幼儿教育）  

财务管理 50 财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化） 
财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
化）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45 

交通运输类（铁道运输管理、水路
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理）； 
农林牧渔类（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交通运输类（铁道运输管理、
水路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
理）；农林牧渔类（农产品营
销与储运、农资连锁经营与管
理）；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市场营销 45 

农林牧渔类（观光农业经营、农产
品营销与储运、农资连锁经营与管
理）； 
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旅游服务类（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旅游服务与管理）； 
交通运输类（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农业类（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交通运输类（汽车营销）； 
医药卫生类（药品营销）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 

农林牧渔类（棉花加工与检验、制
糖技术、畜牧兽医、农产品保鲜与
加工、中草药种植）； 
能源与新能源类（火电厂水处理及
化学监督、太阳能与沼气技术利
用）； 
石油化工类（全部专业）； 
轻纺食品类（制浆造纸工艺、塑料
成型、纺织高分子材料工艺、皮革

化工类（石油炼制、化工工艺、
化工分析与检验、精细化工、
生物化工、高分子材料加工、
煤化工、磷化工、火炸药制造
与应用、花炮生产与管理）； 
冶金类（钢铁冶炼、有色金属
冶炼）；建筑类（硅酸盐材料
制品生产）；轻工类（制浆造
纸工艺、食品加工与检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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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对口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工艺、食品生物工艺、民族风味食
品加工制作、粮油饲料加工技术、
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医药卫生
类（药品食品检验、药剂、药物制
剂、中药制药）；公共管理与服务
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瓷工艺）；医药卫生类（化学
制药、药物分析与检验、药剂、
药物制剂、中药制药）；农林
牧渔类（中草药种植）；其他
（环境保护与检测） 

 

 

广西民族

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70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计算机网

络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

防系统安装与维护、计算机与数码

维修、计算机动画制作、广告设计

与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信息类（计算机网络应用、计

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

维修、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游戏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

计算机广告制作、多媒体制作、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通信工程 50 电子信息类（应用电子技术、物联

网应用技术、通信技术、移动通信

技术、通信系统运营管理、电信服

务与管理、光通信技术、通信工程

设计与管理、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电子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空调与制冷

设备运行与维修、电子电器、电子

电器应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

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机电一体化）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计算机

网络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

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电子信息类（电子技术应用、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与维修、电

子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通

信运营服务、通信系统工程安

装与维护、邮政通信管理、机

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电器、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电机电

器制造与维修、机电一体化）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网络应用、网络与信息安

全） 

财务管理 60 财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化） 财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
化） 

物流管理 60 
交通运输类（铁道运输管理、水路
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理）； 
农林牧渔类（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交通运输类（铁道运输管理、
水路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
理）；农林牧渔类（农产品营
销与储运、农资连锁经营与管
理）；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30 土木水利类（建筑装饰） 

轻纺食品类（平面媒体印刷技术、

家具设计与制作） 

信息技术类（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动漫与游

戏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广告设

计与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文化艺术类（影像与影视技术、计

算机音乐制作、动漫游戏、网页美

术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工艺美术、

美术绘画、美术设计与制作、商品

画制作与经营、服装设计与工艺、

皮革制品造型设计、珠宝玉石加工

与营销、民间传统工艺、民族美术、

民族服装与服饰、民族织绣、民族

民居装饰、民族工艺品制作）； 

计算机信息类（计算机游戏制

作、计算机动画制作、计算机

广告制作、多媒体制作） 

商贸服务类（珠宝首饰技术） 

农林类（园艺、园林） 

其他（ 建筑装饰、印刷） 

产品设计 30 

秘书学 50 文秘类、商务文秘类、教育类（学

前教育、幼儿教育）、财经商贸类

文秘类；商务文秘类；市场营

销类；旅游服务类；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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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对口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会计、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

子商务、国际商务）旅游服务类（旅

游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文秘（公

共管理与服务类）、信息技术类（计

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公

共管理与服务类（办公室文员、文

秘、商务助理、公关礼仪、人力资

源管理） 

与服务类；信息技术类；教育

类 

越南语 50 外语或语文类（越南语、语文）财

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化、商

品经营、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

际商务、商务外语、物流服务与管

理）；旅游服务类（酒店服务与管

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旅游外语、

导游服务、景区服务与管理、会展

服务与管理）；文化艺术类（社会

文化艺术、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播

音与节目主持、音乐、舞蹈表演、

民族音乐与舞蹈）教育类（学前教

育）；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办公室

文员、文秘、商务助理、公关礼仪、

人力资源管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外语类、汉文学；财经商贸类；

旅游服务类；文化艺术类；教

育类（全部）；公共管理与服

务类 

广西科技

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60 财经商贸类（会计、会计电算化） 财经商贸类（会计） 

物流管理 60 

交通运输类（铁道运输管理、水路
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理）； 
农林牧渔类（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交通运输类（铁道运输管理、
水路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
理）；农林牧渔类（农产品营
销与储运、农资连锁经营与管
理）；财经商贸类（全部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60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
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计算机网络
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防
系统安装与维护、计算机与数码维
修、计算机动画制作、、广告设计
与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信息类（计算机网络应用、计
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
维修、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游戏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
计算机广告制作、多媒体制作、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汽车服务工程 60 

加工制造类（汽车制造与检修、汽
车电子技术应用）； 
交通运输类（汽车运用与维修、汽
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汽
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机械类（汽车制造与装配）； 
交通类（汽车驾驶、交通客运
服务、汽车维修、汽车电器维
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装
饰与美容、汽车检测、汽车营
销） 

 
学前教育 160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舞
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教育
类（学前教育） 

文化艺术类（美术绘画、音乐、
舞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蹈）；
其他（幼儿教育）  

合计 2025  

四、考试形式与内容 

（一）文化素质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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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等 3 个科目，每个科目满分 100 分。满分

300 分。 

2．考试内容：以教育部发布的现行中职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 

3．考试方式：笔试，3 个科目共考 3 个小时。 

（二）职业技能测试 

1．测试方式：面试+实际操作。满分 300 分。 

2．测试内容：以教育部发布的现行中职专业教学标准中的核心技术技能为

基本依据，着重考察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与基本理论，职业技能考试项目与招生

专业相对应且成绩中知识考试成绩占比不高于 30%。 

五、考点安排 

（一）基本原则 

1．考生同一考点参加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 

2．请考生于 4 月 25 日后登录《2018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联合考试申报

及成绩查询系统》，查看资格审核结果和考点安排。 

（二）考点安排 

序

号 
主考院校 主考专业  考试地点 

1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工艺美术、视觉传达

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

计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2 广西科技大学 护理学 

1.文化素质考试：广西科技大学东环校

区（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东环大道 268号）

2.职业技能测试：广西科技大学柳石校

区（广西柳州市柳石路 257号） 

3 河池学院 
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河池学院（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龙江路 42

号） 

4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财务管理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百色学院东合校区（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中二路 21号） 

5 梧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学前

教育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梧州学院北校区（梧州市富民三路 82

号） 

6 贺州学院 学前教育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贺州学院西校区（贺州市西环路 18 号） 

7 钦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物流管理、市

场营销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钦州学院滨海校区（钦州市滨海大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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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8 
广西民族师范学

院 

物流管理、通信工程、秘书学、

越南语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广西崇左市城南区佛子路 23号 

9 
广西科技师范学

院 
财务管理、汽车服务工程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来宾校区（来宾市铁

北大道 966号） 

六、申报方式 

（一）考生申报采用“网上申报+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 

（二）网上申报 

符合报考条件且经中职学校校长实名推荐的考生，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22

日凭身份证号和姓名登录《2018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联合考试申报及成绩查

询系统》（http://bkzs.gxnu.edu.cn/pg/zz/login.php）进行考试申报，并通过

考生所在学校网上资格审核无误，4 月 25 日以后即可打印《2018 年本科对口中

职自主招生考试申报表》，供现场确认时使用。 

（三）现场确认 

经网上申报且通过本科院校资格审核的考生，在所报专业对应的考点，参加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测试。考生本人到对应的考点进行现场确认，缴纳考试

申报费，领取准考证。 

现场确认时需交验下列材料并缴纳考试申报费 

1.网上申报打印的《2018 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考试申报表》1 份； 

2.考生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 

3.考试申报费：文化考试 100 元/人，职业技能考试 100元/人。 

（四）各考点现场确认及时间 

1.广西师范大学考点 

（1）现场确认地点：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桂林市育才路 15号)第二文科

楼一楼大厅， 

（2）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4 月 27日 8:30—12:00。 

2.广西科技大学考点 

（1）现场确认地点：广西科技大学东环校区（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东环大道

268 号）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第五教学楼负一楼），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月 27 日 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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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池学院考点现场确认地点： 

（1）现场确认地点：河池学院（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龙江路 42号）东校区弘

毅楼一区 105 室， 

（2）确认时间：2018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30—17:30；4月 27 日上午 8:00

—12:00。 

4.百色学院考点 

（1）现场确认地点：百色学院东合校区（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中二路 21 号）

化生楼 1楼报告厅，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月 27 日 8:30—12:00。 

5.梧州学院考点 

（1）现场确认地点：梧州学院（梧州市富民三路 82 号）体育馆一楼，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月 27 日 8:30—12:00。 

6.贺州学院考点 

（1）现场确认地点：贺州学院西校区（广西贺州市西环路 18号）行政楼一

楼大学生服务中心，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月 27 日 8:30—12:00。 

7.钦州学院考点现场确认地点： 

（1）钦州学院滨海校区（钦州市滨海大道 12 号）11 号与 12 号教学楼之间

通道，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26 日 8:30—17:30。 

8.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考点 

（1）现场确认地点：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崇左市城南区佛子路 23 号）

第二教学楼 D 座，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26 日 8:30—17:30。 

9.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现场确认地点：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来宾校区（来宾市铁北大道 966号）

科教楼一楼大厅， 

（2）确认时间： 2018 年 4月 27 日 8:30—12:00。 

七、考试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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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素质考试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下午 2:30—5:30。考场安排见

准考证。 

（二）职业技能测试时间：钦州学院考点和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考点技能测试

从 2018 年 4 月 27 日上午开始，其它考点都是从 4 月 28 日上午开始。测试时间

及考场安排以考点发布的公告为准。 

八、计分办法： 

凡符合下述条件者可提供材料，审核通过后，可作为职业技能测试成绩一部

分的计分项，具体如下： 

（一）旅游管理专业的获奖和获从业资格证的可转换为分值，直接计入测试

成绩，满分 100分。 

第一部分为获得自治区技能比赛（由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委厅举办的或者委

托行业举办的比赛）的市级选拔赛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满分 60 分，不

累计加分； 

第二部分为获得专业领域的初级、中级职业资格证或从业资格证的，满分 40

分，不累计加分。 

（二）设计学类（工艺美术、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

专业的获奖和从业资格证的可转换为分值，直接计入测试成绩，满分 60 分。 

第一部分为获得自治区技能比赛（由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委厅举办的或者委

托行业举办的比赛）的市级选拔赛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满分 30 分，不累

计加分； 

第二部分为获得专业领域的初级、中级职业资格证或从业资格证的，满分 30

分，不累计加分。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填写职业技能测试加分申请表（附件 1）

并邮寄符合要求奖状材料（或者证明材料）复印件；所获得的职业资格证（或者

证明材料）复印件。经我校审核后按照下表标准计分。  

 

 

 

 

表 2  旅游管理专业技能成绩认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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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项目 

 

       计分 

       分值 

自治区技能比赛（由自治区教育

厅、有关委厅举办的或者委托行

业举办的比赛）的市级选拔赛

（满分 60分） 

职业资格（满分 40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关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 

技能成绩认定 

（满分 100分） 
60分 40分 20分 

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会同

有关行业协会认定的中、西式

烹调师；中、西式面点师；茶

艺师 

文化和旅游部认定

的导游资格 

高级 中级 初级 -- 

-- 40分 20分 40分 

 

表 3   设计类专业技能成绩认定列表 

1.以上证书或奖状获得的截止日期：2018年 4月 30日。 

2.赛项和资格证书仅限列出的项目，其他项目不作参考。 

3.如获得多个级别的证书或奖状，只按高一级的加分项加分，不累计加分。 

4.所有证明材料由所在学校审核并加盖学校公章。 

 

九、录取原则 

（一）成绩查询。考生可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后凭身份证号和姓名登录《2018

年 本 科 对 口 中 职 自 主 招 生 联 合 考 试 申 报 及 成 绩 查 询 系 统 》

（http://bkzs.gxnu.edu.cn/pg/zz/login.php）查询本人考试成绩。 

（二）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划定。各主考院校在 2018 年 5 月 3 日按上线

人数不超过主考专业总招生计划 1.5 倍的原则划定相应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含文化素质考试分数线、职业技能测试分数线）。各招生院校将在本校网站公

布所招生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广西师范大学负责文化考核成绩的合成，并于 5 月 4日前将所有考生的成绩

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普通高考信息管理平台（http://www.gxeea.cn/）进行备案。 

比赛获奖类型 人社部认定的职业资格证类型 

区级 市级 

高级 中级 初级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30 分 24 分 20分 16分 10分 30分 2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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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文化考试成绩和职业技能测试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基础

上，分专业类按计划依据综合分〔综合分＝文化考试成绩×40%＋职业技能标准

分成绩×60%〕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相同的情况下，按文化成绩择优录取；

以上成绩都相同的情况下，按获奖情况择优录取。 

已通过审核的职业技能免试考生如果文化联考成绩达到划定的最低录取分

数控制线，并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志愿填报系统填报了招生院校对口专业志愿的

考生，将优先录取。 

护理学专业和艺术设计类专业不招色盲色弱，护理学专业同时要求男生身高

需要 165CM 以上（含 165CM）,女生需要 155CM以上（含 155CM）。 

（四）5月7日，广西招生考试院按顺序志愿投档原则，将填报了院校志愿且

有备案成绩的考生进行投档，由各招生院校根据联盟招生简章公布的录取原则进

行录取。一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接着进行二志愿投档录取。投档录取结束后，

视招生计划完成和生源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征集志愿。 

（五）录取名单公示。招生院校提交的录取名单经广西招生考试院审核通过

后，由招生院校在本校网站进行公示，公示的信息保留至当年年底。 

（六）本科对口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后，考生不再参加其他普通高等

学校的录取。 

（七）发放录取通知书。招生院校在公示10个工作日后，对公示无异议的考

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十、其他 

如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和广西招生考试院有新的规定要求，按照新的规定

要求执行。 

 

                            2018 年本科对口自主招收中职毕业生院校联盟 

                                         广西师范大学（代章）   

                                           2018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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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8 年 9 所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职业

技能免试申请表 

编号：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预留空白) 

报读专业一  

本人手机（非常重要）  

固定电话（尽量提供）  

申请理由 

（可附材

料） 

 

 

 

 

 

 

 

 

 

 

考生签名： 

申请免试

资料 

 

考生在报名提交各种证件、资料共    页（大写：            页） 

本科高校查验老师签名： 

 

 

 

 

考生确认签名： 

                        时    间：2018 年     月     日 

中职学校 

校长推荐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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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盖章）：             校长（签名）： 

                                       时间：2018 年     月     日 

注：请申请者在“2018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联合考试申报及成绩查询系统” 上填写信息并递交电子版

材料（http://bkzs.gx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