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2017 年“专转本”招生简章
为了做好我校2017年选拔优秀专科生转本科学习（以下简称“专转本”）

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专转本”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文件精神，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选拔对象及条件

1. 选拔对象：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经江苏省招生部门按规定程

序正式录取在本省各类普通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

2. 报名条件：

（1）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2）在校学习期间未受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

（3）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能正常毕业。

3. 考生报名资格由推荐高校根据报考条件、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其进

行审核。

二、招生录取

我校根据公布的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从达到江苏省“专转本”统一考试

录取资格线的考生中，按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择优录取。对专科所学专业、专业

基础课不符合招生要求的，我校原则上不予录取。

“专转本”学生入学报到时需查验毕业证书，对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

我校将按照《通知》要求，不予办理入学手续。

三、培养与收费

经江苏省教育厅审批录取的“专转本”学生，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

地点办理报到、交费、注册手续。

“专转本”学生入学后，统一进入录取专业三年级学习，按专业单独编

班，学制为两年，收费与同专业学生实行相同标准，即人文社科类专业学费

为 14000 元 / 年•生，理工科类专业学费为 15000 元 / 年•生，住宿费为

1400 元 / 年•生。（各专业学费标准详见招生计划表）

四、学籍管理与就业

1.“专转本”学生入学后，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2. 学生学业期满且成绩合格，颁发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普通全日

制本科毕业证书（按国家规定填写）；经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者，授予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相关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

3.“专转本”学生毕业时，按国家有关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政策执行。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是由国家首批“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

南京理工大学与泰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4 年合作创办的本科层次独立学院。

◆ 政府投资 办学条件优：地处泰州市主城区，占地 1003 亩，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教学设施先进

齐备，生活配套完善便利，

拥有 10 大实验中心，藏书 80

余万册，电子图书110余万种。

◆ 紧贴市场  专业设置

优：设有“机械类、汽车类、

电气信息类、土木类、化工

制药类、经济管理类、艺术类”

等 24 个本科专业。这些专业

直接对接长三角主导性和高

成长性产业，也是南理工品牌

专业。2016 中国独立学院最

佳专业排行榜显示，我校专

业建设总体水平排名跃居全

国第 26 位（江苏第 3），居

江苏理工类独立学院第1位。

◆ 名校办学  师资力量强：拥有一支以南理工教师、自有教师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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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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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表队在国内外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中荣获

省部级以上奖项1200余项；每年均有数百名毕业生高分考取海内外名校研究生。

学校与德国手工业协会联手打造“学历 + 技能”型的中德联合人才培养模式，

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应用技术院校联合开展游学、交换生、

硕士研究生等合作交流。

◆ 社会肯定  就业前景好：两度蝉联“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8% 以上；毕业生因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

高、发展潜力大，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学校办学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及

同行专家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誉，连年荣获“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独立学院”、“中

国品牌实力独立学院”等荣誉称号，在 2016 年校友会网、武书连等中国独立学

院排行榜中均名列江苏第 4位。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学校简介

◆ 教育部 CDIO 工程教育改革试点高校

◆ 2016 中国综合实力独立学院

◆ 江苏省“文明宿舍”“文明食堂”先进单位

◆ 政府投资，名校办学

◆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 江苏省文明校园  江苏省平安校园

学校微信公众号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专业培养机械行业CAD（计算机辅助设

计）/CAE(计算机辅助分析)/CAM（计算机辅助制造）

现场工程师。通过学习，学生将系统掌握机械设计、制

造、控制等相关知识，具备产品三维设计能力、数控加工

自动化编程和操作技能、机械结构优化设计能力，能够采

用先进计算机设计与制造手段（如逆向及3D打印技术）

完成机械产品的设计与制造，研究涵盖汽车、造船、能源

等所有工业领域，成为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

人才。

本专业主要开设：工程图形学、工程力学、电工电子

技术、工程材料及成型工艺、计算机信息技术、电气控制

及PLC、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用、液压与气压技术、机械

设计与机械制造、机械制造工艺及装备设计技术、数控技

术、机械CAD/CAM/CAE技术、3D打印及逆向技术、

机械结构优化设计等课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教育部CDIO工程教育模

式研究与实践试点专业和学校重点建设专业，建有省内首

家“电源技术”行业学院，设有电力系统、电气自动化、

电能变换及控制三个专业方向，分别面向：电厂、供电

局、变电站、电力设计院（公司）、电气设备制造公司，

各种电梯的控制、电气设备控制、各种自动化生产线，

LED电源设计、太阳能发电变换与控制、电动汽车、风力

发电与控制等新能源类企事业单位培养优秀的“电气现场

工程师”。

此外，本专业考研录取率一直在10%以上，每年都有

不少学生考取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等知名高校的研究生，累计已达100余人。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紧密依托南京理工大学优势办学

资源，以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培养具有扎实

的专业理论基础，掌握电子信息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创

新与综合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毕业

生可从事物联网、电气控制、机器人、医疗仪器、银行系

统、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导航系统等热门技术领域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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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入选2016年中国校友会网“中国独立学院高水

平专业”，毕业生遍布德州仪器（美国）、华为、阿里巴

巴、三星（韩国）、海拉电子（德国）、博世（德国）、

上海航天、中磊电子、华硕（台湾）等众多全球知名企

业，近百名毕业生考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

学等“985”、“211”名校硕士、博士研究生。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专业顺应IT发展潮流，通过与中科曙光、

华为通信、无锡NIIT、南京网博等企业强强联合，将企

业资深研发工程师和真实开发案例引入课堂，给学生最新

最实用的教学资源，建立了通畅的Web应用开发人才输送

通道。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

和知识，具备较强的软件分析、设计、开发能力，掌握

DIV+CSS+JavaScript、Jquery、HTML5等Web前端开

发技术以及JSP/Strut/Hibernate等Java Web开发技术，

能够在各类软件企业、科研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Web应

用软件设计与开发的应用型人才。毕业生主要集中在软件

与服务外包企业、互联网企业从事Web应用软件设计与开

发、网站开发与维护等工作，就业区域在上海、北京、苏

州、无锡、南京等地区。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专业是学校的重点专业之一，是教育部

CDIO工程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的试点专业。其特色是在

土木工程学科基础平台上，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对土

木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与行业标准紧密衔接，对

接造价工程师、建造工程师等行业执业要求，培养“强施

工，会造价，懂管理，能设计”土建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

才。

学生在校期间将系统学习土木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

还将在“专业技术和技能培训与竞赛”双平台接受职业能

力、专业创新素质训练。毕业生具备良好的工程技术应用能

力和创新能力，可在有关土木工程的施工、造价、检测、管

理、教育、投资与开发等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制药工程

药物是人类永恒的需求，制药行业是永不衰落的朝阳

产业。位于泰州的国家级医药高新区——中国医药城，至

2020年预计将有1000家药企入驻，制药人才供不应求，行

业前景一片光明。

我校以中国医药城为依托，于2007年设立制药工程专

业，成为泰州市最早设立该专业的院校，目前已建立了完

善的校内学生实训基地，并与大量药企建立了人才培养合

作关系，推荐学生就业。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2016

年江苏省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显示，我校制药工程专业位

居江苏省独立学院第一名，全国独立学院第三名。

人才培养方面，专业开设了药物制备工艺、药品质量

检测、药品营销三个方向供学生选择。同时，制药工程专

业为考研学生配备考研导师，2016年研究生升学率达到了

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职业

素质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掌握国际贸易相关理论、政策、

规则和操作技能，能够在涉外企事业单位从事外贸业务操

作及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设置跨境电商和国际金融两个方向。跨境电商

方向与阿里巴巴、他拍档等公司合作，联合培养能够在跨

境贸易中从事网络营销策划、店铺及平台运营、快速通关

等方面工作，能在各类外贸企业和平台从事跨境电商操作

和运营的人才。国际金融方向与多家银行合作，培养具有

较强国际金融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各级金融机构、

大中型企业、投融资管理单位、以及金融监管部门从事国

际金融业务的人才。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专业开设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两个培养方

向，培养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理论和市场营销专业知识，

具有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企业和

政府部门从事市场销售、营销策划、市场管理等工作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电子商务方向培养掌握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流程，具

有创新精神，熟悉商务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具备解决电

子商务运营的实际问题能力，运用多种电商平台，从事电

商策划、客户管理以及电商运营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物流管理方向培养掌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分析、

设计、运营、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熟悉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中的物流运作，能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从事供应链管

理、物流系统运营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会计学

会计学专业开设注册会计师、公司理财和税务会计三

个培养方向，面向“会计核算、投资理财、成本管理、财

务分析、公司审计、税收筹划、内部控制”等岗位，培养 

“懂管理、精核算、能审计、会理财”的应用型、复合型

执业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方向培养系统掌握管理、经济、法律和会

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掌握注册会计师相关理论和基

本技能，具备扎实的专业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具有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实用性专门人才。

公司理财方向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具备理财规划、投资咨询、银行客户服务、证券操作、财

务核算等能力，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理财实务操作的高端

技能型人才。

税务会计方向培养具有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熟悉

财经法规，具备税收和财会基本知识，掌握企事业等单位

的日常会计核算、企业办税和纳税审查等能力，能在税务

所、企事业单位及会计中介机构从事税务代理、咨询以及

会计核算、涉税业务处理等岗位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

才。

专 业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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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专转本”招生专业对报考者专科阶段要求

专业
代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专业名称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会计学

机械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土木工程

制药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会计学

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等要求

6201 财政金融类、6202 财务会计类、6203 经济贸易类、6204 市场营销类、
6205 工商管理类、6601 语言文化类

5607 房地产类、6201 财政金融类、6202 财务会计类、6203 经济贸易类、
6204 市场营销类、6205 工商管理类、6401 旅游管理类、6402 餐饮管理与
服务类、6502 公共管理类、6503 公共服务类

6201 财政金融类、6202 财务会计类、6203 经济贸易类、6204 市场营销类、
6205 工商管理类

5202 铁道运输类、52030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520302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52030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5204 水上运输类、5501 材料类、5801 机械
设计制造类、5802 自动化类、5803 机电设备类、5804 汽车类

520202电气化铁道技术、520205铁道通信信号、520302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5204 水上运输类、520506 航空机电设备维修、520507 航空电子设备维修、
540307 矿山机电、540309 矿井运输与提升、540506 选矿机电技术、5502 能
源类、5503 电力技术类、560403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560404 楼宇智能化工
程技术、560604 水工业技术、5703水利水电设备类、5801机械设计制造类、
5802 自动化类、5803 机电设备类、5804 汽车类、5901 计算机类、5902 电
子信息类、5903 通信类、610207 新型纺织机电技术

5204 水上运输类、5502 能源类、5503 电力技术类、58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5802 自动化类、5803 机电设备类、5804 汽车类、5901 计算机类、5902 电
子信息类、5903 通信类

5202 铁道运输类、5203 城市轨道运输类、5406 测绘类、5801 机械设计制
造类、5802自动化类、5803机电设备类、5901计算机类、5902电子信息类、
5903 通信类

520102 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520107 公路监理、520108 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520208 铁道工程技术、52030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5603 土建施工
类、5605 工程管理类、560601 市政工程技术、5607 房地产类、5702 水利
工程与管理类

510308 兽药生产与营销、550103 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5301 生物技术类、
5302 化工技术类、5303 制药技术类、5304 食品药品管理类、6001 环保类、
610102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610302 食品营养与检测、610305 食品生物技
术、620404 医药营销、6303 药学类、660205 化学教育

6201 财政金融类、6202 财务会计类、6203 经济贸易类、6204 市场营销类、
6205 工商管理类、6601 语言文化类

5607 房地产类、6201 财政金融类、6202 财务会计类、6203 经济贸易类、
6204 市场营销类、6205 工商管理类、6401 旅游管理类、6402 餐饮管理与
服务类、6502 公共管理类、6503 公共服务类

6201 财政金融类、6202 财务会计类、6203 经济贸易类、6204 市场营销类、
6205 工商管理类

招生类别

文科类

文科类

文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理工科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