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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州 学 院

2017 年本科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学校地处北部湾顶端的钦州市，广西区人民政府同意在钦州

学院基础上筹建北部湾大学，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推进项目。2013

年成为教育部首批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高校，2014 年成为广西

新建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试点单位。目前是国家“十三五”规

划建设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项目单位，广西区人民政府与国家

海洋局共建高校，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高等学校产教

融合创新实验”项目基地院校，广西唯一具有国家高级海船船员

和国家一级渔业船员培养培训资质高校。

学校现已整体搬迁到滨海校区办学，占地 2070 亩。设有海洋

学院、海运学院、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陶

瓷与设计学院、人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工程中心等 18 个教学

单位。面向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有本科专业 46 个，

全日制在校生约 1.4 万人。

二、招生对象

我区中职初中起点全日制应届毕业生，详见自治区教育厅《关

于启动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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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 号）。

三、招生专业、人数、收费标准及考点分布情况

专业名称
计划

人数
层次 学制

学费

(元/

年)

考 点 对应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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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 40 本科 4年 4590

桂 林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考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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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类（现代物
流、铁路运输管理）；
财经商贸类（全部专
业）；
农业类（农资连锁经营
与管理、农产品营销与
储运）；

市场营销 40 本科 4年 4590
钦 州 学

院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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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本科 4年 4590

钦 州 学

院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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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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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理 信 息

科学
90 本科 4年 4590

钦 州 学

院考点

农林牧渔类（农村环
境监测）；
资源环境类（全部专
业）；
土木水利类（城镇建
设、工程测量、土建
工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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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站建设与管理、软
件与信息服务、电子
与信息技术、计算机
动漫与游戏制作、计
算机广告制作、计算
机网路应用、计算机
与数码产品维修、广
告设计与制作）

信息技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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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网络应用、计算机
广告制作、计算机网路
应用）；
交通类（公路工程测
量、 铁路工程测量）；
能源类（矿山测量、地
质勘查、地图制图与地
理信息系统、水文与水
资源勘测）；
建筑类（建筑测量、土
建工程检测）

注：学费为 2016 年的收费标准，如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批文为准。

四、招生流程

（一）考生申报。符合本科对口中职试点报考条件且已参加我



3

区 2017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于 4 月 17 日前向所在中等职业学

校提出书面申请，每名考生只能申报 1 所本科院校的 1 个专业

（即每名考生只能申请参加一个专业的技能测试）。考生由所在

中等职业学校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启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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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 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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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8 号）的有关规定择优推荐。

（二）推荐名单公示。中等职业学校将拟推荐的考生名单在

校内公示，公示内容保留至 8 月底，公示期间发现考生存在异议

并经核查确实存在问题的，要及时向我校反馈，以便按规定处理。

公示无异议后，由校长实名向我校推荐。

（三）推荐材料报送。中等职业学校将考生名单由校长实名

向我校推荐。推荐材料包括：校长推荐信（须有校长签名并加盖

学校公章）、考生个人申请、考生高考报名登记表复印件、身份

证和户口簿复印件、考生 2014 年度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录取登记

表复印件、获奖材料复印件、中等职业学校成绩登记表或成绩证

明。所有材料均使用 A4 尺寸纸张，复印件由中等职业学校审核

原件后签署“与原件相符”意见并加盖本校公章。中等职业学校

将以上材料按考生排名顺序装订成册，2017 年 4 月 19 日前将推

荐材料以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方式寄送我校。（地址：钦州

市滨海新城滨海大道 12 号钦州学院招生就业处，收件人：吴伟琴，

电话：0777-2804088，邮编：535011，以邮戳为准，逾期寄出的

我校可拒绝接收，遗留问题由中等职业学校负责解决）

（四）资格审核。我校对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实名推荐的申报名

单进行资格审核，于 4 月 25 日前完成，审核结果报自治区教育厅

及招生考试院备案，并在我校招生信息网（钦州学院招生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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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zuzs.university-hr.cn/）公布，同时告知考生我校考

核的时间及地点。

（五）报名方式

考生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

1.网上报名

符合报考条件且经中职学校校长实名推荐的考生，于 4 月 17

日—21 日凭身份证号和姓名登录《2017 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

联 合 考 试 报 名 及 成 绩 查 询 系 统 》 （ http://

http://bkzs.gxnu.edu.cn/pg/zz/login.php）进行考试报名，并

打印《2017 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考试报名表》，供现场确认

时使用。

2.现场确认

经网上报名且通过我校资格审核的考生，在所报专业对应的

考点参加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考生本人要到对应的考

点进行现场确认，缴纳考试报名费，领取准考证，详见下表：

报考专业 现场确认时间 现场确认地点

物流管理 2017年 4月 28日 8:30—17:0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金鸡岭校区

（桂林市金鸡路 1号）体育馆

市场营销 2017年 4月 28日 8:30—17:00

钦州学院滨海校区图书馆前广

场（钦州市滨海新城滨海大道 12

号）

化学工程与工

艺
2017年 4月 28日 8:30—17:00

地理信息科学 2017年 4月 28日 8:30—17:00

3.现场确认时需交验下列材料并缴纳考试报名费

（1）打印的《2017 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考试报名表》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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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考试报名费：文化素质考试 100 元/人，职业技能测试

100 元/人，（按自治区物价局批复的标准收取）。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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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科招生院校协助。考生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

口簿原件和准考证到指定考点考场参加考试。

1．文化素质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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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教育部颁布的相应科目的中等职业学

校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大纲为考试内容和范围。

（3）考试方式：笔试，3 个科目共考 3 个小时。

（4）考试时间：2017 年 4 月 29 日上午 8:30—11:30。考场

安排见准考证。

2．职业技能测试

（1）测试内容：测试内容着重考查学生的专业基础技能与基

本理论。

（2）测试方式：“面试+实际操作”，满分 300 分。

（3）测试时间：2017 年 4 月 29 日下午、4 月 30 日全天。考

场安排及考试时间见职业技能测试准考证。

（七）成绩查询

5 月 3 日后，考生可凭身份证号和姓名登录《2017 年本科对

口中职自主招生联合考试报名及成绩查询系统》查询本人考试成



6

绩。同时，可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查询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含

文化素质考试分数线、职业技能测试分数线）。

（八）计分方法

考生综合分由文化素质考试分和职业技能测试分组成，其中

文化成绩占 40%，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占 60%，即综合测试总分＝文

化素质考试分×40%+职业技能测试分×60%。

（九）职业技能免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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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者可申请我校相关专业的职业技能免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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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条件的考生，于2017年 4月 19日前将获奖证书复印件（中

等职业学校盖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免试申请表（见附件）纸

质材料各一份报我校审核，同时在“2017 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

生联合考试报名及成绩查询系统”上填写相关信息并递交电子版

材料，经审核，4 月 25 日前将在我校招生信息网公布免技能考试

者名单。已通过我校审核的职业技能免试者如文化联考成绩达到

我校的录取分数线，将优先录取。

（十）填报志愿

4 月 28 日前，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到本人高考报名时的报名站

领取密码函（即填报志愿的用户名、密码），5 月 3 日 10:00 至

5 日 17:00，考生凭密码函登录自治区招生考院志愿填报系统填

报志愿，每个考生可填报 2 所院校的各 1 个专业（2 所院校的专

业志愿要相同或相近，以便通过成绩互认进行录取）。投档录取

以网上填报的志愿为准，没有填报志愿的视为放弃参加本科对口

中职试点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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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录取

1．录取时间：5 月 8 日至 5 月 9 日

2．录取原则

（1）根据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在对考生进行综合测试的基础上择优录取。

（2）我校本科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依据招生计划、生源情况和考生综合测试情况，确定每个

专业的文化素质成绩、职业技能成绩及综合测试成绩的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在文化素质考试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和综合测

试成绩都同时上线的基础上，以综合测试总分为录取依据，按照

报考专业，从高到低，顺序录取。在综合分相同的情况下，优先

录取文化素质考试分数高的考生；在文化素质考试成绩与职业技

能测试成绩都相同的情况下，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科目顺序，

科目分数高者优先录取。

（3）已通过我校审核的职业技能免试考生如果文化联考成绩

达到我校划定的最低录取分数控制线，并通过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志愿填报系统填报了我校志愿的考生，将优先录取。

（4）优先录取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符合条件考生，在第一志

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录取第二志愿考生。

（5）招生计划原则上按已公布的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执行录

取。当出现专业之间线上生源差距较大的情况时，经自治区招生

考试院同意，在总计划不变的前提下，可适当调整各专业招生计

划数进行录取。

（6）录取考生名单经我校本科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提交区招生考试院审核。审核通过

后的录取考生名单将在我校招生信息网进行公示，公示的信息保

留至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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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录取名单公示期间为 10 个工作日，我校将于 7 月下旬

对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8）各专业录取的体检标准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共同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五、学籍管理

为实行对口培养，升入本科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由我校整建

制单独编班开展教学。学籍管理按现行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有

关规定执行，在校期间享受普通高校本科生的有关政策待遇。学

校通过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等形式，对品学

兼优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一系列奖励和资助。完成本科教

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且成绩合格的学生，由我校发放本科学历证书。

达到申请学士学位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相应学科的学士学位。

六、报到和复查

（一）新生报到

获我校录取的新生，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凭录取通知

书到我校报到。

（二）入学复查

新生入学后，我校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共同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体检标准，

对新生进行复查，对不符合条件的考生、故意隐瞒者，取消其入

学资格。

（三）违规处理

考生本人应诚实守信，提供材料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者，

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七、学校代码、地址及联系方式

学校代码：11607

学校地址：钦州市滨海新城滨海大道 12 号 邮编：535011



9

咨询电话：0777-2804088、2804188

监督电话：0777-2808021

招生信息网：http://qzuzs.university-hr.cn/

邮 箱：qzxyzjc@126.com

钦州学院

2017 年 4 月 17 日

http://qzuzs.university-hr.cn/
mailto:qzxyzj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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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钦州学院 2017 年本科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技能免试申请表

注：请申请者在“2017年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联合考试报名及成绩查询系统” 上填写信息并递交电子版材料

（http://bkzs.gxnu.edu.cn/）。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

报读学校 报读专业

本人手机（非常重要）
固定电话

（非常重要）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录取通知书收信人姓名 邮政编码

申请理由

（可附材

料）
考生签名：

申请免试

资料

考生在报名时提交各种证件、资料共 页（大写： 页），材料附后。

中职（技工）学校查验老师签名：

考生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本科高校查验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中职学校

校长推荐

意见
学校（盖章）： 校长（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