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专刊

1  报考
（1）凡符合生源所在地省（市、自治区）招生委

员会规定的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2）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执行《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

（3）英语专业建议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其他专业不限。学生入学后均以英语作为第一外

语安排教学。

2  录取原则
（1）新生录取按照文化考试成绩为主，德智体

美劳全面衡量的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择优录取。

（2）我校根据考生报考情况确定投档比例，一

般不超过 110%；按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调档比

例一般不超过 105%。

（3）我校认可各省（市、自治区）加分政策，按

照加分后的成绩安排专业。

（4）对于江苏省内进档考生，平行志
愿按第一专业志愿录取，征求志愿按“投档

成绩 + 同分排位 ” “ 分数优先 ”原则录取。对于

江苏省外进档考生，按投档成绩“ 分数优先 ”原

则录取，不设专业级差。

所有专业调剂考生的优先级均低于其他考

生。若录取排序基准成绩相同，数学、外语两门成绩

之和高者优先，如仍相同，数学成绩高者优先。

（5）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在各省（市、自治区）

相关政策范围内，按文化成绩与专业成绩之和由高

到低择优录取。

（6）新生入学后，学校将进行入学资格及身体

健康状况复查。复查不合格者，按国家和学校相关

规定处理。

3  人才培养
（1）学校关心每一位学生成长，因材施教。学

生入学第二学年，可以在国家政策条件之下申请就

读适合自己的专业（艺术类仅限艺术专业互转）。

（2）学校组建培优（考研）班，助力优秀学生升

学深造。

（3）高考成绩优异或者在各类学科竞赛、科技

创新、发明创造等方面获得省（市）级及以上奖项或

专利的学生，入学后学校将为其在考研辅导、学科

竞赛、实践创新等方面配备导师。

学院                         姓名     研究生录取学校    毕业中学
商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赵露

徐浩睿

吴曼

靳雨薇

陈星奇

盘奕彤

辛丽红

傅晶晶

林琰琰

张旭

彭鹏

陈京健

杨慧敏

周森林

张爽

赵政

孙浩然

邵家星

朱劲锟

张倩倩

闫宇昊

丁家新

陈益多

李旭

韩春波

李洁

钱美汝

南京林业大学

渤海大学

石河子大学

宁夏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江南大学

东华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宁波大学

新疆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东华大学

海南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贵州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山东省济北中学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第一中学

江苏省大港中学

清远市华侨中学

丹徒区高级中学

安徽省休宁县海阳中学

龙港高级中学

山东省日照市海曲高级中学

江苏省金陵中学

巢湖市第四中学

南京秦淮外国语中学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第一中学

常州市三河口高级中学

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板浦高级中学

常熟市尚湖高级中学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山西中阳一中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高级中学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磐安县第二中学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浙江省余姚市高风中学

四川省资阳市资阳中学

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

学院                         姓名     研究生录取学校    毕业中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嘉乐

顾全

郭靖

徐佳琳

房雨

王奕霄

殷佳伟

徐丽

彭岩

张欣宇

郑毓煌

金锦煌

董少晗

曹俊豪

冯玉鹏

赵禹桥

张俊杰

刘嘉锋

黄颖佳

宋琦

陶宇

何健

王宇杰

温柔

徐昕雨

陆一丁

葛明旭

上海理工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昌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常州大学

扬州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苏州市第四中学

江苏省金沙中学

永强中学

江苏省包场高中

江苏省泗阳致远中学

南通市海门第一中学

常熟市王淦昌中学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江苏省盱眙中学

徐州市第三中学

苏州市第三中学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江苏省明德高级中学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江苏省清江中学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九江一中

沙洲中学

睢宁县高级中学北校

江苏省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中学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娄庄中学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盐城市大冈高中

  学院                           姓名       研究生录取学校    毕业中学
智能制造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商学院

商学院

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张懿涵

戴国仲

王亮

肖俊旭

徐靖策

曹栢诚

张文静

张琦

李凯翔

王江涟

章羽翎

诺丁汉大学

东京中央日本语学院

格拉斯哥大学 

伯尔尼城市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

英国约克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

北海道大学（日本）

墨尔本大学

嘉兴市一中实验学校

河源市源城中学

咸阳市第三中学

宁乡市第四重点高级中学

滨海中学

江苏省新沂市第三中学

如皋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高级中学

安宜高级中学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如皋市第一中学

  学院                           姓名       研究生录取学校    毕业中学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城市建设与设计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制药工程学院

 

何萍

薛宇辰

钱嘉乐

李扬

顾鑫才

王雨豪

李晓晨

宋可馨

杨松

贡琦

廖财云

王莉

郁其武

严晓虎

刘方琛

袁婧

季小奎

蒋逸

乐钰燕

瞿佳颖

魏怡然

陈胜权

孙金豆

张帆

余飞

范小真

陈屹超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新疆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上海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江苏省宝应中学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太原市五十六中

绵阳实验高级中学

三汇中学

丹阳市第五中学

南江县长赤中学

江苏省沛县中学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江苏省金湖中学

江苏省高邮第二中学

江苏省马塘中学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南通市小海中学

山东济宁市任城区育才中学

安徽宿城二中 

江苏新沂市第二中学

郑梁梅高级中学

浮山中学

于都二中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2021 年应届毕业生考研升学榜单（部分统计）

南京组   白老师 15951170310

无锡组   刘老师 18852655577

徐州组   宗老师 15896409723

常州组   许老师 15850870086

苏州组   潘老师 15152600333

南通组   陈老师 18936799500

连云港组 户老师 13914405118

淮安组  姜老师 13814453338

盐城组  左老师 15951172285

扬州组  陈老师  13625176166

镇江组  顾老师  13914549090

泰州组  朱老师  15061005609

宿迁组  丁老师  13914417528

各
地
招
生
负
责
人

21 039

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

代码 专 业 学费标准 招生人数 代码 专 业 学费标准 招生人数

184802 80 184806 110

10 机械工程 15000 20 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00 40

11 机械电子工程 15000 15 24 软件工程 15000 20

12 自动化 15000 20 25 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17000 20

13 机器人工程 15000 20 26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5000 20

14 工业工程 14000 5 2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4000 10

184803 80 184807 100

1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000 40 28 经济与金融 14000 10

16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15000 20 29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000 10

17 电子信息工程 15000 20 30 市场营销 14000 5

184804 80 31 会计学 14000 25

18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000 5 32 财务管理 14000 10

19 制药工程 15000 40 33 人力资源管理 14000 5

20 环境工程 15000 35 34 审计学 14000 15

184805 80 35 英语 14000 20

21 土木工程 15000 45

22 工程管理 14000 35

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 艺术类(历史等科目类)

代码 专 业 学费标准 招生人数 代码 专 业 学费标准 招生人数

184801 546 184808 200

01 经济与金融 14000 30 36 环境设计 16500 125

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000 25 37 数字媒体艺术 16500 75

03 市场营销 14000 25

04 会计学 14000 160

05 财务管理 14000 45

06 人力资源管理 14000 25 代码 专 业 学费标准 招生人数

07 审计学 14000 92 184809 10

08 英语 14000 118 38 环境设计 16500 5

09 工业工程 14000 26 39 数字媒体艺术 16500 5

08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9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艺术类(物理等科目类)

06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7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2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3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4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5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01专业组(再选科目不限)

����年江苏省招生计划

实力雄厚 办学条件佳
地处泰州市主城区，占地 1003 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建有

10 大实验实训中心；纸型藏书近 88 万册，电子图书 212 万余种，电

子期刊近 3万种，教学设施先进齐备，生活配套完善便利。

紧贴市场  专业设置优
对接国家、省市重大产业发展战略和长三角主导、支柱、新兴

产业链，开设涉及工、经、管、文、艺等五大学科门类的 28 个本科专

业、59 个特色专业方向。6 个专业入选江苏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6个专业在江苏省独立学院专业综合评估中被评定为星级专业；

1门课程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创办于 2004 年 6 月，后经教育部

批准确认为独立学院，举办高校为南京理工大学，培养全日制普通本

科生。

名校办学  师资力量强
形成了一支以专兼职教师为主体，以行业（企业）专家为补充

的学术型、工程型相得益彰的师资队伍。由教学名师领衔的名师团

队、博士团队和大批优秀中青年教学骨干，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

育人为本  办学成果丰
深化“ 政校行企 ”四方联动，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仅 2014 年以

来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在国内外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中荣获省部级以

上奖项 1463 项；每年均有数百名毕业生高分考取海内外高校研究

生。

社会肯定  就业前景好
两度获评“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并被省教

育厅授予 2020 年“ 江苏省就业工作量化考核 A 等 ”高校。学校办

学实践得到了教育部、省教育厅领导和国内、省内高等教育专家的认

可，得到了行业企业的信任，并被《中国高等教育》连续刊载，被《中国

教育报》头版头条“砥砺奋进的五年——教育新实践”专题报道。

年份 科类 省控线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2020 理科 313 381 341 349.0

2020 文科 284 347 312 316.7

2019 理科 307 365 337 343.9

2019 文科 277 343 309 315.8

2018 理科 285 364 318 327.7

2018 文科 281 350 306 312.3

江苏省普通类2018~2020年录取分数统计

年份
省控线

文化/美术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2020 236/170 491 466 472.9

2019 235/170 510 464 470.2

2018 225/170 477 451 457.8

江苏省艺术类2018~2020年录取分数统计



招生专刊 招生专刊

-专业介绍- 机械工程

本专业是江苏省一流专业，江苏省独立学院星级

专业，校友会网中国独立学院六星级专业。专业紧跟

行业发展需求，丰富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内涵，设立了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3D 打印三个方

向，旨在培养能熟练运用机械三维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技术（简称 3D 技术），在企事业研发部门、设计院所、

创新中心从事产品创新设计及三维制图（CAD）、有限

元仿真分析（CAE）、工艺路线规划（CAPP）、产品加工制

作（CAM）等工作的卓越技术创新及研究型人才。

本专业遵循新工科理念，按照“政、校、行、企”

四方联动运行机制，联合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江

苏省 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3D 打印科技创

新中心（国家级）、3D 动力等多家单位共建江苏省首个

3D 技术研究中心。学院以“3D 设计、逆向工程、3D 打

印、AR/VR 虚拟现实、数字孪生”为研究方向，打造了

集“教学、实训、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优质协同

育人平台。

本专业依托 3D 技术研究中心，广泛拓展就业渠

道，开展高水平学科竞赛，积极帮助学生考研深造。历

届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的机

械工程及自动化领域，就业薪资高。本专业学生在各

类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18 项（国家级奖项

39 项），共计 457 人次。近年来，67 人考取 985、211 高

校硕士研究生。

机械电子工程

本专业是江苏省独立学院星级专业，学校“工业

机器人专业集群”核心专业，坚持以机为本、以电为

用、机电结合的专业特色，加强产教融合，深化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高素

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现有机电产品设计与制造、

工业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由南理工教授和企业高工

参与日常教学。专业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工程应用能

力培养，通过以赛促学（指导学生参与机器人大赛、自

动化应用大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力学大赛等）、校

企联合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参与教师科

研项目等多种方式加以强化。近 4 年 50 余名学生考

取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苏州大学等高校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层次高，薪资待

遇高，在央企、国企、外企等单位从事智能装备、机电

新产品开发设计、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设计、技

术管理等相关工作。

自动化

本专业是教育部自动化教指委教改项目试点专

业，校友会网中国独立学院六星级专业。

本专业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引

领，紧抓“十三五”国家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重

大战略机遇，通过实施校企双元人才培养模式，重点

培养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化系统集成应用和机

器人系统控制等领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者。

学生在校期间可参加教师科研项目、科技创新竞

赛，考取职业资格认证等。人才培养过程中采取校企

双元职业规划，全面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近年来

毕业生主要在国家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熊猫集团、亚信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有限

公司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担任研发工程师。

本专业考研教师辅导团队针对考研学生进行四

年不断线辅导，很多学生被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

大学、江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 985、211 高校录取。

机器人工程

本专业是学校重点打造的机器人专业集群核心

专业，面向智能制造产业，培养国家紧缺、社会急需的

机器人领域高级复合型技术人才。

    本专业设有工业机器人集成系统设计、智能移动

机器人两大特色专业方向，围绕机器人结构、机构、控

制、智能、传感、编程等多个知识领域组织教学与实

践，拥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优秀教学团队，教学主阵地为学校智能制造技术中

心。该中心入选教育部产教融合促进计划项目，拥有

4000 ㎡的实训场地，配备了多系列、系统化的先进实

训设备以满足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优良的师资队伍、

高端的实训设备和多学科竞赛团队的强强组合，让

学生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突出的工程能力、较强的

创新能力和良好的综合素养。

机器人学是一门高度交叉的前沿学科，有着极

其广泛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本专业规划考研的学生，

可个性化选择控制工程、机械工程等学科领域进行

深造；规划就业的学生，毕业后可在科研院所以及

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人应用等单位，

担任机器人系统工程师、机器人方案工程师、机器人

电气工程师、移动机器人设计工程师、机器人培训工

程师等，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高，发展前景广阔。

工业工程

本专业是世界公认的五大工程领域之一，关注

于生产和服务管理系统的效率、成本和质量的优化

方案设计，使其能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本专业培养

既擅长管理又擅长工程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我国由

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双轮驱动、两化融

合、服务型制造对工业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有很强的

需求，是 21 世纪我国急需的人才培养方向。

本专业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

标，以素质教育为牵引，以知识学习与

能力培养为基石，培养有“厚知识，强

技能 ”特点的“ 工 - 管 ”交叉类专

业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毕

业生可考取 IE 助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历年的升学率和就业率较高。

本专业由南理工教授、教育部工

业工程教指委委员担任专业负责人，

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本专业遵循新工

科理念，按照“政、校、行、企”四方联

动运行机制，联合泰州市经信委、市场

管理局和泰州市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

实训就业基地。

本专业是校友会网中国独立学

院五星级专业。专业为企业提供横向服务的数量在

学校名列前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专业是学校首批重点建设专业、教育部 CDIO

工程教育改革试点专业，主要面向电力系统、智能制

造、电力节能与新能源等国家、区域战略性产业，培

养在电力系统、电机电器、电气自动化等方面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广泛分布在电力设计院、电厂

及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已有 300 余名学生成功考取

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研究生。

为满足学生成才需要，本专业打造了以四条

“成才线”为特色的人才培养途径：“名师办学线”，

依托母体高校优势师资，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思

路建专业，夯实学生电气基础；“兴趣提升线”，引

导学生参加机器人、飞思卡尔智能车等大赛，提升学

生创新能力，累计获奖 200 余项；“ 就业强化线 ”，

充分利用产教融合相关企业的优势资源，积极促成

学生赴企业实习或毕业设计，不断提高学生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考研助推线”，通过考研导师

制、开设考研专业课提高班、一对一指导考研复试等

一系列举措，全力帮助学生考研深造。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本专业紧密对接中国制造 2025、智能电网等国

家重大战略，依托南京理工大学优势办学资源，以

“新工科”建设为引领，培养具备智能控制、电气智

能化、新能源变换、电力机器人、无人机等技术的专业

理论知识以及较强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与工程素养，

具有创新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的“电气智能工程师”。

本专业是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建设专

业，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级教学团队——江苏省高

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并聘请国家级教学名

师授课，保证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实践条件优越，

拥有教育部指导下的机器人、无人机、智能车等创新

实验室和实践基地，满足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本专业老师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江苏省各

级各类机器人、无人机竞赛，斩获全国一等奖、二等奖

100 余人次，已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参赛学生多次

受到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的现场采访。毕业生不

管是找工作还是考研、出国，都深受用人单位和高校

青睐！此外，专业为考研学生提供“一对一”导师帮

扶，聘请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导师精准指导。众多学

生考取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 985、211 高校硕

士研究生。

电子信息工程

本专业是江苏省独立学院星级专业。专业紧密

围绕长三角电子信息优势产业集群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积极践行产教融合、产业学院等协同育人模式，

培养具备扎实的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

嵌入式系统开发等方面专业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工

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依托南京理工大学国家重点建设品牌、

特色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优势和办学资源，

将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等有机结合，形

成了面向系统、侧重应用的宽口径专业。学生毕业后

可从事电子仪器、通信设备、信息系统等热门技术领

域（如物联网、电气控制、机器人、医疗仪器、银行系

统、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源技术、导航系统、智慧物

流等）的软硬件研究、开发、升级、维护以及技术管理

等工作，也可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或出国深造。

毕业生遍布德州仪器（上海）、苹果 (上海 )、华

为、阿里巴巴、台达、明纬等众多全球知名企业；数百

名毕业生考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等名校硕士、博士研究生，考研升学率

和考取“985” “211”名校研究生比例双双名列全校

前茅。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专业依托南京理工大学国家特色专业——化

学工程与工艺的雄厚办学资源和师资力量，拥有省内

一流的专业实验教学大楼和分析检测平台，以厚基

础、宽口径、强能力、适应性强为培养特色，培养具备

较高专业理论修养的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是学校

首批设置并被教育部授予 CDIO 工程教育试点的专

业。

本专业与国家医药高新区（中国医药城）、南京

高新技术开发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连

云港石化基地、中石化、中海油、梅兰化工、扬子巴斯

夫等著名产业园区和上市公司有着广泛的合作，建立

了稳定的教学实习和就业基地，学生全部推荐就业。

学生毕业后就业面十分广阔，可在石油化工、医药、环

保、食品、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等众多行业，从事

新产品开发、工程设计、生产与安全管理、产品质量管

理和检测等工作。

本专业为学生配备专职考研导师，众多同学被

录取到华东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

校继续深造。

制药工程

本专业服务于大健康产业，着力解决药品规范

化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工程、质量与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为新药研发公司、药品生产企业、药品质量检测机

构等企事业单位，培养工艺与工程设计优化、生产组

织与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为挖掘学生的最大潜力，本专业为学生配备考

研导师，每届均有众多学生被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药

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

录取。专业被国内知名高校授予“ 研究生优质生源基

地 ”，研究生升学率及升学层次，多年位列全校第

一！

围绕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本专业建设有完备

的校内外实训基地，与长三角地区众多药企，特别是

国家级医药高新区——中国医药城（目前已入驻约

1000 家药企），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为学生的

实习、培养及高质量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生

需求量大，可推荐就业！

药物是人类永恒的需求；制药是当今中国最具

生机和活力的朝阳产业。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本专

业赢得了社会、企业和家长的广泛认可。

环境工程

    本专业是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学校重点

建设专业、品牌特色专业，校友会网中国独立学院六

星级专业，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继续教育基地。专业致

力于培养服务于国家生态文建设战略的高素质工程

应用型人才，主要分为生态环境监测和污染控制与

咨询两个培养方向，被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及用人单

位誉为“社会化环境监测行业人才培养基地”。

生态环境监测方向培养生态环境监测行业骨干

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

实验室主任，发展前景好，技术含量高，就业薪酬高；

污染控制与咨询方向培养工程设计、施工、调试及维

护技术人员和企业环境管理人员。围绕学生的专业

能力培养，本专业建设有完备的校内、外实训基地，

借鉴工程教育认证理念，通过参与实际环境工程项

目及科研项目，帮助学生练就真本领，提升核心竞争

力。

本专业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环境监测人才培养联

盟，汇集“政、行、校、企”多方力量，为学生培养、就

业和升学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撑。毕业生全部推荐省

内外知名检测机构高质量就业。部分同学已成为单

位的中、高层骨干，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供不

应求。同时，专业设有考研班，为学生考研学校选择、

复习计划安排、专业课辅导、面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

指导。

土木工程

本专业是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教育部

CDIO 工程教育试点专业，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

点专业，校友会网中国独立学院六星级专业。

本专业全面贯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核心理念，

紧跟国家建筑产业发展和行业执业资格标准，专门

培养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

在房屋建筑、地下建筑、道路、隧道、桥梁、水电站、港

口及近海结构与设施等领域工作的高级技术和管理

人才。

本专业拥有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师资团

队，同时聘请资深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为学生职

业发展提供支持。专业联合地方政府、知名企业打造

BIM 技术中心、装配式建筑结构技术中心、基础设施

智慧管理与维护技术中心等国内领先的“协同创新、

协同育人”平台，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

新型人才提供坚实的支撑。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监理、造

价、检测、管理、教育、房地产开发等工作，也可从事

工程领域的政府监管、审计等工作。毕业生就业率常

年保持 99% 及以上，供不应求，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

评价。专业还设有考研强化班和国际班，成功帮助众

多学子进入国内外高校继续学习、深造。

工程管理

本专业是新兴的土木工程技术与

管理交叉复合性专业。专业以行业企

业需求为导向，对接建筑产业现代化、

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江苏建

造 2025 等国家、地方发展战略，培养

掌握土木工程技术及相关的管理、经

济、法律等基础知识，具备 BIM 技术应

用能力，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

产领域从事工程管理的建造师、造价

工程师、BIM 工程师。

本专业依据培养目标，构建基于

BIM 技术，以土木工程及信息技术为基

础、工程法律为依据、工程经济为关

键、工程管理为核心的应用型课程体

系。专业知识体系与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

师等行业执业资格一脉相承，是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考取 BIM 等

职业技能证书。

本专业联合行业企业成立泰州市 BIM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打造“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用真实工

程项目来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专业提供丰富

的实训、竞赛平台，设立考研强化班和国际班，为学

生提供发展平台。专业还在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实

习、就业基地，设立企业奖学金，帮助学生开展实习、

顺利就业。

环境设计

本专业主动适应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环

境艺术、智慧科技、城市人文于一体，根据城市空间

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需要，设置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两个特色方向，采用贯穿环境设计创意、表现、规划、

施工、管理等完整产业链的课程体系，旨在培养知识

面宽、综合素质强、审美品位高、具有系统思维能力

的环境设计类人才。

    专业构建“ 政校行企 ”四方联动平台，成立泰

州吉祥文化研究所和泰州市BIM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加入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泰州市工艺美术协会、泰

州市装饰协会；专业拥有国内一流的校内设计创意

中心，实训条件和设备完善；引进企业优秀设计师，

师资队伍高度贴合产业链需求，教学、科研、实践能

力突出；为学生搭建科技创新与能力提升平台，提

供竞赛、创新、创业全程指导。

    专业以行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化项目实

训贯穿四年培养过程，为学生的创新创业奠定良好

基础。毕业生可在企事业单位担任室内设计师、景观

设计师、装饰艺术设计师、软装设计师、会展设计师、

家具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施工监理，可通过校企

合作平台直接就业，也可利用学校合作办学平台继

续深造，获取国内外硕士学位。

数字媒体艺术

本专业是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

代信息技术结合设计学、美术学、影视与新闻传播学

的新兴艺术专业。

本专业下设 VR 虚拟现实、UI 交互设计、数字影

像传媒三个柔性专业方向，培养有创新意识、有文化

底蕴、有应用能力的数字化艺术设计人才。专业与中

科视传、泰州吉祥文化研究所等优势企业、行业学会

共建协同育人平台，汇聚各方专业力量深度参与专

业建设与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高质量、阶梯式、

全流程 ”学习实践平台，并培育优秀专业团队吸纳

就业。

毕业生可在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及中科院视觉

工业基地、广电、文化传媒创意等企

事业单位从事 VR 虚拟现实设计、UI

交互设计、影视传媒、动画、新媒体视

觉设计等工作。工作环境好，平均薪

资、人才需求量远超传统设计行业，

就业口径宽。学生毕业后可优先推荐

相关就业岗位，也可选择进入国内外

高校继续深造，发展前景广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专业是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

专业、江苏省独立学院星级专业、学

校重点建设专业。

本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立足江苏，面向长三角地区，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

质、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掌握扎实的计

算机专业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具备一定的计

算思维和创新意识，能够在计算机相关领域从事软

硬件设计、研发、运维等方面工作的工程应用型人

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科研设备齐全，拥有

江苏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团队。本专业以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为途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专业链

与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

与研发过程对接的“ 三对接 ”协同育人机制。与国

内多家知名 IT 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校企双方

共建行业学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应用型

课程体系、实施项目化教学。学生毕业后可以在机关

事业单位、软件与服务外包企业、互联网企业从事计

算机领域的应用、研发等工作。

毕业生集中分布在百度、阿里巴巴、京东、东软、

中软、浪潮等知名企业，薪酬稳居各专业前列。百余

名同学考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

校研究生继续深造。

软件工程

本专业是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江苏省独

立学院星级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较强

创新意识、工程能力、团队精神，具有较高的综合素

质、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软件理论和专业基础知

识，具有较强的软件设计与实践能力、项目管理能

力、交流与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在软件服务外包行业

从事软件系统分析、设计、开发、测试、软件项目管理

和软件系统运行维护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软件

人才。

    本专业以高质量就业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为重

要途径，校企联合制定培养方案，构建应用型课程体

系，形成学生实训、毕业设计与就业一条龙，学校、企

业、学生三赢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与中科曙光、金

蝶、无锡 NIIT、中软国际等十余家企业共建校内外实

践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实验、实训、创新、创

业、就业平台。

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企业、软件公司等从

事软件开发、测试、产品质量控制和管理工作，工作

几年后可升至软件开发团队管理人员；就业区域主

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升学深

造方面，专业考研升学率逐年提升，每年均有数十名

同学考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上海

大学、河海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等“双一流”高校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职

业道德和心理素质，掌握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大数

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开发及可视化的基本理论、方

法和技能，能够胜任大数据典型工作岗位、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

本专业紧密围绕国家大数据、“互联网 +”等重

大发展战略，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为途
径，率先申报并入选教育部数据中国“ 百校工程 ”

产教融合创新项目，与中科曙光公司联合设立“ 大

数据学院”，由中科曙光派驻资深工程师与本专业教

师组建双师型师资团队，共同设置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建设应用型课程体系，共同开发应用型教

材，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建有大量校内外实践实训基

地、工坊等，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训、创新、创业、就

业平台。

毕业生主要面向互联网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

等，从事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大数据运维工程师等工

作，可向数据分析师迁移，3～ 5年后可成长为领域

资深工程师，逐步向数据科学家与架构工程师方向

发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专业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备

良好的经济管理知识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掌握信

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施和管理等方面的方法与技

术，具有一定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在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组织从事信息系统建设与

信息资源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深度推进产教融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个人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一是与行业领军

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引入企业教学力量，使学生能学

习到来自产业一线的知识技能。二是，积极拓展学生

实习实践基地，与长三角多家 IT 企业和部分科研院

所签订实习协议，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未来规划选

择赴优秀企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在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本专业毕业生正

是国家新经济建设亟需的既懂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

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在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科研机构等组织从事信息系统设计、开发和实

施，信息资源分析与利用、大数据分析等工作。此外，

学生也可以考取管理科学与工程、情报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数据科学等专业的研究生或出国深造。近

年来多名同学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

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经济与金融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经济金融基本知识和业务

技能，熟悉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能够在

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实务或

经济管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依托南京理工大学学科优势，拥有一支

由南京理工大学资深教授引领的师资队伍，将银行、

证券、金融策划师等职业资格考试内容纳入教学体

系，形成了“学历证书 +职业资格”的培养链条。本

专业紧紧围绕金融产业发展新态势，以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为抓手，在 20 余家知名银行、证券等金融机

构中建立了校外实习、就业基地；校内建有模拟银

行、模拟证券、金融数据分析等现代化金融仿真实训

中心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训、实习、创新、

就业平台。

    专业设置银行经营管理、投资理财两个专业方

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信用评级公司、租赁公司、基金公司、上市

公司证券部以及财务部、互联网金融公司从事金融

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开发、资本运作、理财规划和投

融资分析等工作，也可在其他经济管理部门或大型

企业从事相应的经济管理工作。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产业转型

要求，懂理论、精业务、善管理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

外贸人才。

    专业对接外贸发展新业态――跨境电商，以校

企共建基地为实战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阿里

巴巴速卖通 ”精英班联合“ 江苏省大学生创业基

地 ”培养人才，近两年成功获批“ 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 2项，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知名企业

共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基地。专业建有“两类型、三

载体、全仿真、立体化”的实践教学平台，特色鲜明，

成效显著。

毕业生可在有进出口业务的生产型公司、跨国

公司、涉外服务型企业（如货运代理机构、国际货物

运输公司、银行机构国际结算部门）、外贸管理机构

（海关、商检局、商务局、税务局）等从事外贸相关工

作。学生毕业 3～ 5年后，通过努力可以担任外贸业

务部门经理、外贸主管、跨境电商运营经理等。近几

年，数十位同学考取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东北

财经大学、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继续深

造。

市场营销

本专业紧密围绕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立足于

商务管理领域，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管理

学、心理学及数据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市场营销理

论、知识和技能并了解市场营销前沿及发展动态，具

备国际化视野、团队协作能力、英语应用能力和市场

开拓能力的市场营销管理专门人才。

专业整合“政校行企”四方优质资源，与省内

外商务咨询行业领军企业、政府部门合作签订了产

教融合、实习就业协议，建有较为完备的实验实训条

件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在全国“ 挑战杯 ”大赛、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大赛、省大学生优秀实践创新

项目等权威赛事中屡屡斩获佳绩。

毕业生能够在商贸企业、咨询公司、金融机构、

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从事客户管理、商业策划、营销

管理、商业数据分析等相关工作。近年来，70 余名同

学考取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江

西财经大学、黑龙江省社科院等高校硕士研究生。

会计学

本专业是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江苏省独

立学院星级专业，学校首批重点建设专业，校友会网

中国独立学院六星级专业。

专业立足地方、面向江苏、辐射长三角，培养具

有良好职业道德，适应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环境

的“懂技术、会管理、精核算、能审计”的管理型、应

用型会计人才。人才培养注重课、岗、证融通，会计职

业能力训练与职业道德教育融通，专业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融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培养

全过程。专业对接 CPA（注册会计师）、CTA（税务师）、

CMA（注册管理会计师）、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等会

计行业四大主流资格证书，开设 CMA、ACCA 特色班，

为学生提供发展平台。

毕业生可在各类工商企业（内资企业、外资企业

等）、金融企业、事务所、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其他

相关部门从事会计及相关工作。学生毕业 5～ 8 年

后，通过努力可以担任企事业单位财务负责人（总会

计师、财务总监）、财务经理、财务主管等。

财务管理

本专业是会计与管理的结合，在会计的基础上，

利用财务数据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

决策、控制、分析等。专业人才就业面广、社会需求

大，工作岗位兼具稳定性和挑战性。

    本专业对接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财务共享

等行业发展趋势，依托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校

内外实践条件，配合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度、学习小组

制度，坚持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实施“岗课证

赛训”的人才培养模式，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重

应用、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要求，致力于培

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具备

扎实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经

济、管理、法律、计算机应用等相关学科知识和能力，

“懂管理、会核算、精财务、通税务、擅评估”的创新

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

    学生毕业后主要在政府部门以及商业银行、工

商企业、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企事业单位，从

事会计核算、预算管理、投融资管理、财务策划与分

析、税务管理、资产评估、证券投资等工作，也可以选

择攻读双学位、硕士研究生，或者出国深造、自主创

业。

人力资源管理

本专业培养具备经济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等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和社会

适应能力，能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人力

资源的管理、开发和使用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力

资源管理人才。

本专业在江苏省独立学院专业综合评估中位列

全省第二。人才培养过程中，本专业注重人力资源管

理理论与实务的结合，提高学生管理学科的基本素养

和人力资源管理各模块的作业技能，通过“综合实验

室 ”“ 沙盘模拟实验室 ”“ 行为观察室 ”等校内实验

室及校外实习基地开展全方位活动，培养学生将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务操作的能力。在强调学

生的实践能力的同时，更加强调影响个人持续发展潜

力的知识功底和创造能力，学生不仅要求完成包含商

学基础课程模块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模块，还需

要根据兴趣选择完成财务管理、安全健康管理等拓展

领域课程模块。

学生毕业后可在广大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部

门、咨询机构等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工作，考研或

出国深造。本专业毕业生已在红豆集团、苏宁集团等

知名企业工作。近几年，多名学生考取南京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广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

审计学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

学精神和职业道德，通晓国内外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

以及相关财经法规，系统掌握现代审计学的专业知识

和业务技能，熟悉经济、管理、法律、计算机应用等方

面知识，适应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新型审计业务特

征，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良好综合素质的应用型复合

型审计人才。

本专业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与地方审计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审计机构、会计

师事务所、行业协会等开展深度校企合作，为学生提

供广阔的实践实习平台。专业与行业标准、国际主流

接轨，将注册会计师（CPA）、国际注册会计师 (ACCA)、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CIA)、审计师、会计师等职业

资格考试内容融入课程体系，形成了“学历证书 +国

际职业资格证书 +国内职业资格证书”的培养模式。

为帮助学生发挥优势潜能，成长导师为学生考研、留

学和创业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全程跟踪指导。

毕业生可在政府审计机关和司法机关从事审计

检查和鉴定工作，也可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内部审

计、会计和财务管理工作，还可在会计师事务所、税务

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从事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工

作。学生毕业 3～ 5 年后，通过努力可

以担任审计经理、审计监察主管、会计

主管等。

英语

本专业目前设立英语教育、商务

英语翻译方向，培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

养、国际视野，并能熟练运用英语在教

育、经贸、翻译、外事等行业工作的高级

复合型、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

本专业对接教师资格证、教师入

编考试、全国翻译专业资格（CATTI）、上

海中高级口译、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ETIC）等主流资格考试，设立教育培

训、商务英语、翻译写作、口语口译、考研出国等 5个

特色分类小组，并为每位学生配备学业导师和成长导

师，对学生实施个性化培养。本专业学生资格证书考

取率达 90%，专业四级平均通过率 65%，专业八级一

次性通过率 45% 以上，名列同类院校前茅。近四年，学

生在“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竞赛、CCTV“希望之

星”英语风采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翻译大赛、

“外研社杯”英语辩论、演讲、写作、阅读等赛事中斩

获特等、一等各类奖项 250 余人次。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好，发展空间大。近年

来，有数百名毕业生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江浙沪等

地区从事中小学英语教师、电子商务、翻译、行政管理

等工作，用人单位综合评价高。

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

江苏省独立学院星级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