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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分类考试招生章程 

 

一 总  则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35 号）和《安徽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精神，

特制定本章程。 

二 学校性质 

   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 

三 学校概况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2002 年，是安徽省级重点支持建设院

校、安徽省人才工作先进单位、连续七届安徽省级文明单位。学院由

有宣城师范学校（建于 1914 年）、宣州教育学院、宣城广播电视大学、

宣城技工教育学校、皖南医药卫生学校合并而成。     

 学院设有 5系 1部、1个附属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超亿元，省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70余个。有全日制学生 8000 余人，电

大成人教育学生 7000 余人，拥有一批学术造诣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强、

曾赴国外参加交流合作的专家学者，现有教职员工近 500 人，已发展

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多学科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作为地方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按照“地方性、市场化、技能型、开放式”办学思路，

根据宣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以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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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2012 年与德国牙科协会合作开设口

腔医学技术专业 ；2013 年与慈兴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展“订单式”

培养，以数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等

专业为主冠名“慈兴”班；2013 年与中德诺浩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汽车类专业引入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2016 年重新开

办学前教育专业，再续“百年宣师”辉煌篇章，2017 年与上海晓庄信

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宛陵晓庄电商学院，重点打造“电子商务”专业。 

近年来，我院学生在全省、全国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200 多名选手跻身大赛前三名，在省内高校中位居前列，毕业生

就业竞争力强劲，初次就业率高达 98%，进入安徽省高校第一方阵。 

四、招生专业及计划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数 

备注 

合计 普高 中职 

  2300 767 1533   

计算机类 160 50 110 
按大类招生，含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

机网络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 

财务会计类 140 40 100 按大类招生，含财务管理、会计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类 120 30 90 
按大类招生，含机械设计与制造、数控

技术专业 

汽车制造类 100 30 70 
按大类招生，含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 

电子商务 100 55 45   

软件技术 40 22 18   

互联网金融 35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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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570 170 400   

助产 80 20 60   

口腔医学技术 20 20     

学前教育 235 80 155 师范 

旅游管理 70 20 50   

酒店管理 70 30 40   

市场营销 50 20 30   

物流管理 50 20 30   

建筑工程技术 70 25 45   

工程造价 70 25 45   

环境艺术设计 60 20 40   

园林技术 50 10 40   

园林工程技术 30 5 25   

机电一体化技术 120 30 90   

汽车营销与服务 60 30 30   

五、报名、缴费及志愿填报： 

1、报名条件 

（1）已参加安徽省 2018 年普通高考报名并取得高考报名号的考

生。 

（2）参加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体检，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 

2、报名时间 

考生于2018年 3月 5日 10:00至 3月 9日 16:00登陆省考试院报

名网站 http://gkbm.ahzsks.cn 报名。同时填报院校志愿，自主选择

报考不超过 4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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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志愿填报 

普通高中毕业考生报名时可填报三个专业志愿和一个专业服从志

愿。 

中职毕业考生报名时可填报一个专业志愿和一个专业服从志愿

（专业服从志愿仅对考核方式相同的专业生效）。 

4、缴费 

凡达到省统考文化素质测试合格线，进入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

技能测试的考生（含申请免试入学的考生），每人需缴纳 120 元报名

费，可通过微信缴费，微信号：xcvtc-zjb，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

业办。缴费截止时间：4月 20 日上午 10 点。 

六、考核内容及办法 

普通高中毕业考生考核：文化素质测试+职业适应性测试； 

中职毕业考生考核：文化素质测试+职业技能测试； 

文化素质测试：由安徽省统一组织。 

职业适应性测试：满分 450 分，测试内容为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职业倾向及特长等，

以面试方式考核。 

职业技能测试：满分 450 分，测试内容主要考查考生的职业技能

相关知识，按对口专业分别测试，以面试或技能测试方式考核。  

考核总成绩=文化素质测试成绩×30%+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职业

技能测试成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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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备注 

文化素质测试 
3 月 25 日上午 

9:00—11:30 

语文、数学、英语合卷 

职业技能测试 

职业适应性测试 
4 月 21 日 上午 8点 30 分开始测试 

八、录取规则 

(1)录取时依据学生考核总成绩，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遵循“志愿优先”原则，分科类，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若不能满足考生专业志愿，则在专业志愿录取结束后按照考生专业服

从志愿进行专业调剂，若未填报专业服从志愿的考生则予以退档。考

生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普通高中毕业考生按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

素质测试顺序，较高者优先录取；中职毕业考生按职业技能测试、文

化素质测试顺序，较高者优先录取。两者相同者则全部录取。 

凡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低于 100 分的考生均不予录取。 

（2）根据省教育厅文件要求，已被我校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

不能参加安徽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及录取和被其他

学校录取。 

九、分类考试招生免试政策 

1、凡参加 2018 年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达到省统考合格

线，符合省厅相关免试文件要求，可申请免试。 

  2、所有申请免试入学的考生信息均在宣城职业技术学院网站、宣

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公示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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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生提供所有免试材料必须真实，免试材料在录取工作结束后

返还考生本人。 

十 招生监督 

  分类考试招生工作在学院分类考试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院

分类考试招生纪检监察组的监督下，自觉接受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和社

会的监督，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做到报

名条件公开，选拔程序公开，录取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公开。 

  考生所在学校及考生本人应坚守“诚信”的原则，学校应坚持客

观真实、公平、公开地审核推荐，材料必须属实。如有弄虚作假，一

经查实，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执行。 

十一、计划调剂： 

严格按照省厅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十二、颁发证书：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学

历证书 

十三、时间安排 

所有考生必须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网上报名、领取准考证、参加测

试等报名考试流程，具体安排如下： 

1、2018 年 3 月 5 日 10 时至 9 日 16 时，考生在各市指定的报名

点进行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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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 3 月 25 日 9：00-11：30，考生根据安徽省统一安排参

加文化素质测试。 

3、2018 年 4 月 18 日前，对申请免试入学考生名单在宣城职业技

术学院网站、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上公示，公示期三天。 

4、2018 年 4 月 20 日 10 点前，通过微信缴纳报名考试费。 

5、2018 年 4 月 20 日，考生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我院行政楼二楼招

生就业办公室领取分类考试招生准考证。 

6、2018 年 4 月 21 日，根据分类考试招生准考证上各科目考试时

间进行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 

7、2018 年 4 月 24 日前，对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网站、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上公示，公示期七天。 

8、2018 年 5月 1日前，完成预录取并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 

9、2018 年 5 月 3 日—4日，考生需登陆高考报名网站进行录取确

认。每位考生只能在拟录取院校中选择一所院校确认录取；未上网进

行确认的考生，不能被我院录取。 

10、2018 年 5 月上旬，在我院网站、招生办网站公布正式录取名

单，录取通知书寄发时间另行通知。 

十四、学费标准：各专业学费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局、财政厅、

教育厅等部门联合下文的相关文件规定执行。非理工应用型专业 3500

元/年、理工应用型专业 3900 元/年。  

十五、其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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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新生入学后，在学费、住宿费、户籍管理、

专升本、日常教学管理、就业推荐和毕业证发放等方面与参加普通高

考录取的学生完全一致。 

  2、学院设有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临时生活困

难补助、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勤工俭学等资助政策，保

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十六、本章程若有与国家和教育厅相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

和教育厅相关政策为准 

十七、网址 

  学院网址：http://www.xcvtc.edu.cn 

  招生网址：http://www.zs.xcvtc.edu.cn 

十八、招生电话 （0563）3395678、2716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