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2021高招第二阶段志愿填报将于7月27、28
日进行。22日开始，扬子大学升“江苏好高职联盟”的多
位招生专家陆续通过连线方式在线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学
校的最新招生政策，给出了填报建议。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王赟 蔡蕴琦
主播：吕彦霖 兰倩怡 导播：戎毅晔 熊越 摄像：王涛

1、今年苏卫在江苏省的招生专业组如
何设置的？

答：我院今年在江苏省共设置8个招生专
业组，代码为127501-127508。其中，127501、
127505为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即 3+2项目)
专业组，127504、127508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专业组，其余为统招批次招生专业组。

2、考生填报苏卫志愿需注意哪些？
答：今年高职（专科）批次考生可以填报

40 个“院校专业组”，为提高录取几率，建议
考生将我院专业组靠前填报。例如：选科历
史 的 考 生 可 以 按 照“127501”“127502”

“127503”顺序依次填报，如户籍等条件符合
农 村 订 单 定 向 医 学 生 项 目 ，也 可 填 报

“127504”，考生也可结合自身情况调整代码
填报顺序。

每个专业组建议务必填满6个专业志愿
的同时，应选择专业服从。另外，除大数据与
会计、卫生信息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专业外，其余招生专业均不招收色盲、色弱考
生。助产专业仅建议女生报考。

3、就读苏卫以后，有哪些升学途径呢？
答：学生可以通过“专转本”“专升本”等

多种途径提高学历层次。学生在三年级时可
参加江苏省统一组织的“专转本”选拔考试，
考入全日制本科院校获得本科学历学位；专
科毕业生毕业后可通过成人高考“专升本”途
径提升学历。

4、就读苏卫以后，发现对现有专业不是
很喜欢，怎么办？

答：根据学院学籍管理规定，学生有两次
申请转专业的机会。第一次在大一第一学期
结束后，满足成绩要求的学生可提出申请，达
到转入要求可编入新专业下一学期就读；第
二次在大一第二学期结束时，已修读课程全
部合格，且对现有所学专业认同感低，所申请
专业仍有接收名额的情况下，可进行申请，达
到转入要求可编入新专业下一年级就读。

1、学校2021年省内普招计划是怎样的？
答：我校2021年在第二阶段（专科批次）

招生计划共 546 个，计划投放呈现高、好、多
的三大优势：（1）.3+2合作院校质量高：合作
院校均为省内公办优质本科；（2）.投放专业
好：我校在普通专科计划中也投放了我校办
学实力最强，师资力量最优，本科升学率最
高，就业前景最好的专业；（3）.投放计划多：
我校2021年普招计划相比去年增加30%。

2、为考生介绍一下专业特色。
答：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石油化

工、药品安全、建筑工程、智能制造、信息数
据、智慧金融、园林艺术、轨道交通等优势交
叉学科群，投放专业都是现在就业热门，薪资
待遇好的专业。

3、介绍一下升学情况？
答：升学渠道有专转本、专接本和专升

本，并以专转本为主要升学途径。大一进校
以后就可以参加专转本的培训，我校专门组
织师资力量和专用教室供有志于专转本的学

生使用。近三年我校专转本通过率均高于全
省平均录取率 30%以上，稳居全省高职院校
第一方阵。

4、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薪资水平怎么
样？

答：我校拥有一大批央企、国企为代表的
的就业基地，根据江苏省招就中心数据显示，
我校毕业生自身发展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二；
高质量就业指数位居全省第六。我校毕业生
93%以上集中于江浙沪就业，毕业半年平均
薪资水平稳居全省公办高职院校第四。

5、考生最关心的预估分数线。
答：我校今年省内普招计划较往年有较

大增量，凡是符合高职（专科）各批次填报资
格线的考生均可以在 A 专业组志愿报考我
校，同时鼓励接近本科线的考生优先填报我
校3+2专业，然后普通类专业保底。

6、招生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400-860-1392（免费）、

0514-87433178。

1、学院基本情况介绍
答：江苏旅游职业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公

办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创办于 1959 年，现有
在校生 12000 余人。学校坐落于江苏扬州，
按5A景区标准建设，占地1000亩，总建筑面
积 30 万平方米。学校高级以上职称教师占
31%，“双师型”教师占 73%，有国家级技能名
师、大师 56 人，先后荣获国家改革发展示范
校、国家职业技能认定校、全国德育工作先进
集体、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江苏省首批高
校智慧校园、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
单位等多种荣誉称号。

2、学校转专业政策介绍
答：普通类专业考生，入学一学期后，可

享受同类型专业互转机会。报考“3+2”项目
的考生，录取之后不可以换专业。

3、升学通道介绍
答：第一类“3+2”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

项目，在我校学习三年，再到合作的本科学校

学习两年。
第二类专转本升学，参加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组织的统一考试，毕业后获得全日制普
通高校本科文凭。我校每年通过专题讲座宣
传报考政策，安排继续教育处、基础部为有升
学愿望的学生提供培训辅导服务。

另外，在校生还可以通过专升本、专接本
等途径升学。

4、学校校企合作和就业情况
答：学校建立了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外

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北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
国宾馆、京东、中国银行等300多家企事业单
位实习就业基地。毕业生每年供不应求，薪
资待遇高，就业率多年维持在 98%左右。我
校在 2020 年江苏省高校就业工作量化考核
中获得 A 等。2021 中国高职高专排行榜显
示，我校就业质量在全国1000多所高职院校
中，排名位居第 60 位，学生对就业工作总体
满意度达97.36%。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
业特色专业

本专业是学校数字文创
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特色专业，
具有全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
案、优良的师资队伍、先进的
实训设备、创新的教学模式、
优质的课程体系。

师资雄厚。学院拥有一支以
专业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
为主体的、有学术造诣和创新精
神的研究梯队，现有专职专业教
师26名，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的教师8名。具有中高级
职称教师比例达到90%，硕士学
位以上的教师达到100%，“双
师”素质比例达到100%。

条件优越。学院立足于高等
职业技术技能培养，组建了MAC
软件创意与设计应用实训室、人
工智能模型实训室、数字书画智
慧教室、ipad pro智慧（数字）美
术教室、Autodesk 培训认证中
心，以及多间艺术设计工作室，并
与 ADOBE 公 司 合 作 建 成

“ADOBE授权培训认证中心”。
成果丰硕。近年，学院师

生获“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
赛（高职组）一等奖”“江苏省
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ACA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
冠军”“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
演一等奖”“江苏省大学生计
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江苏
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

等奖”“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江苏赛区二等奖”等多项国
赛、省赛大奖。

关键词：对口平台广

学院为中国工业设计学会
教育分会副理事单位、江苏省
工业设计学会理事单位、江苏
省室内设计学会团体理事单
位。学院与众多著名企业形成
了非常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
如：苹果公司、Adobe 公司、
Autodesk公司、瑞典宜家家
居有限公司南京公司、江苏品
润文化有限公司、江苏原力电
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深圳丝
路数字视觉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瀚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
近年来，通过校企深度合作，不
仅增加学生接触行业最前沿知
识技能的机会，也保障毕业生
稳定广泛的就业渠道。毕业生
就业前景广泛，就业率均达
99%，其中近70%在南京就业。

■升学渠道
3+2：3+2分段培养项目为

我校与南京传媒学院高职与本
科分段培养项目，由普通本科
与高职联合实施教学，毕业后
颁发分段培养院校本科文凭。

专转本：2021年转本录取
率近40%。转本录取高校有扬
州大学、常州大学、盐城工学院、
金陵科技学院、南京晓庄学院、
南京传媒学院、南通学院等。

“江苏好高职”推荐之“五星特色专业”
高招二阶段志愿填报即将开始，和一阶段的志愿填报相

比，专业选择更为重要。这可能直接关系到考生未来的就业
发展方向。填报前须全方位熟悉专业的办学情况。扬子大学
升推出“江苏好高职”五星特色专业推荐，帮助考生更好地了
解专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五星特色专业之产品艺术设计

推荐院校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扬子大学升”2021招生专家面对面直播

二阶段热门院校招生负责人解读政策③

A6今日置顶 2021年7月25日 星期日
编辑：马嘉 版面：马媚 校对：承虹

扫
码
关
注

扬
子
大
学
升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潘毅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招生与就业处处长 王庆贺

节目如有变动，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实习记者 沈昭 整理

电视剧
19:30 烽火战事

(央视八套）
19:32 心跳源计划

（江苏卫视）
19：32 我是真的爱你

（北京卫视）
19：36 觉醒年代

（安徽卫视）
19：34 奔腾年代

（天津卫视）
19：35 我是真的爱你

（东方卫视）
19：35 猎手

（江西卫视）
19:34 啊摇篮

（山东卫视）
19：34 向往的生活

（湖北卫视）
20：10 对你的爱很美

（湖南卫视）
19：32 中国蓝剧场

（浙江卫视）
19：34 亲爱的自己

（四川卫视）
19:10 悬崖

(江苏综艺)
19：52 头号前妻

(江苏城市)
20:03 悬崖

(江苏影视)

电影
18：22 塘河保卫战

（央视六套）

20：15 机器之血
（央视六套）

22：07 雷神3：诸神黄昏
（央视六套）

综艺
19:30 幸福账单

（央视三套）
20：23 非诚勿扰

（江苏卫视）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武汉铁路技师学院）是经国家
教育部备案、湖北省人民政府
批准、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主管的公办全日制高等
职业院校。主要培养轨道交通
行业（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
车）的驾驶、车辆检修、牵引供
电、运营管理、机电一体化等专
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2021年在江苏省招收100
名全日制大专生，专业名称及
计划为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40人（首选物理类25人、首选
历史类15人）、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 5人（首选物理类 2
人、首选历史类3人）、城市轨

道交通供配电技术10人（首选
物理类6人、首选历史类4人）、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5人（首
选物理类 3人、首选历史类 2
人）、机电一体化技术40人（首
选物理类理工类24人、首选历
史类16人）。

自2008年以来，学院为南
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南
通等轨道公司培养了大量的轨
道交通运营技术技能型人才。

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27-
88778071 87643117
87648820

学 院 网 址 ：www.hcrt.
edu.cn 学院微信公众号：湖
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招生就业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江苏省招生代码5283，学院代码14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