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科目及科别一览表

层

次

科别

编号
科别名称

兼报科别

编号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科目四

专

科

起

点

升

本

科

110 文史类 政治 大学语文 英语

111 文史类（中医） 110 政治 大学语文 英语

112 文史类（日语）＊ 政治 大学语文 日语

120 艺术类 政治 艺术概论 英语

130 理工类 政治 高等数学（一） 英语

140 经管类 政治 高等数学（二） 英语

150 法学类 政治 民法 英语

160 教育学类 政治 教育理论 英语

161 教育学类（体育） 160 政治 教育理论 英语

170 农学类 政治 生态学基础 英语

180 医学类 政治 医学综合 英语

高

中

起

点

升

本

科

410 文史类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史地综合

411 文史类（旅游管理） 410、510、512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史地综合

420 日语类＊ 520 语文 数学(文) 日语 史地综合

430 艺术类 410、510、53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史地综合

450 理工类 55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理化综合

451 理工类（西医） 450、550、71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理化综合

452 理工类（旅游管理）＊ 450、550、552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理化综合

480 体育类＊ 450、550、58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理化综合

高

中

起

点

升

专

科

︵

高

职

︶

510 文史类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511 文史类（烹饪）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512 文史类（旅游管理）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520 日语类＊ 语文 数学(文) 日语

530 艺术类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550 理工类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551 理工类（烹饪）＊ 55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552 理工类（旅游管理）＊ 55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580 体育类＊ 55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710 医学 550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720 狱政管理 ＊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730 中医中药 ＊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760 公安 ＊ 510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备注：*为 2020 年暂不招生的科别



2020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表

（一）高中起点升本、专科考试时间表

日期

时间
10月 24日 10月 25日

9:00—11:00 语文 外语

14:30—16:30
数学（文科）

数学（理科）

史地（高起本文科）

理化（高起本理科）

（二）专科起点升本科考试时间表

日期

时间
10月 24日 10月 25日

9:00—11:30 政治

大学语文

艺术概论

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二)

民法

教育理论

生态学基础

医学综合

考生根据报考专业

选择一门

14:30—17:00 外语

说明：1.2020年成人高考依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制订的考试大纲命题。

2.专科起点升本科招生专业所对应的考试科目按照《专科起点升本科专业

与统一考试科目对照表》（教育厅〔2017〕12号文件附件 4）执行。



报 名 须 知

一、报名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

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

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5.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员，

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

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

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

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

专业技术人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二）在中国定居并符合上述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持我省（区、市）公安

机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可在报名点现场报名。

二、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登录江苏教育考试院官网（网址：www.jseea.cn），进行报名

注册、照片上传、身份验证、志愿填报资格认证和支付报名考试费等工作。

2.下列情况的报名者需到报名点现场办理资格审核

（1）网报时未能通过后台学历资格审核的

（2）申请享受照顾录取政策的（成绩互认免试、二学历免试、散居少数民

族加分、25 周岁以上加分者除外）

（3）报考医学门类专业的

http://www.jseea.cn），进行报名注册、照片上传、身份验证、志愿填报资格认证和支付报名考试费等工作。
http://www.jseea.cn），进行报名注册、照片上传、身份验证、志愿填报资格认证和支付报名考试费等工作。


（4）不能持本人身份证报名的

（5）需到现场寻求帮助操作等特殊情况的。

三、网上报名时间

1.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9月 4日—6日

2.退役士兵及符合 2020 年普通高考成绩互认考生：11 月 1 日-11 月 3 日

3.其他考生：9月 5日—9日

网络服务时间：报名期间每天 8：00—22：00 开放服务

四、报名点现场资格审核时间

1.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9月 6日—7日

2.退役士兵：11 月 3 日-11 月 5 日

3.其他考生：9月 8日—12 日

五、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网上报名系统，准确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

号码进行网上注册。报名系统将免费发送初始密码到所填号码的手机上。凭此密

码登陆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提交报名信息后，要牢记系统给出的报名号和密

码。

2.一个身份证号、一手机号只能取得一个注册号。“两号”如被占用，本人

须持居民身份证，到所在市、县（市、区）报名点，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经同

意重置后方可报名。

3.南京市各报名点设置报名人数上限，各报名点人数达上限后，考生可勾选

南京市其他报名人数未达上限的报名点。

4.在报名网页上阅读《全国成人高考江苏省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保证书》，逐

条确认承诺内容，才能继续报名流程。

5.在报名网页阅读《江苏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疫情防控考生须知》，

并下载《江苏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考试考生健康状况申报及承诺书》（以下

简称《承诺书》），须于 10 月 10 日开始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高起专、专升本

考生填写 3份、高起本考生填 4份）。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出示《承诺书》，进入

考场后须交监考员留存备查。

6.确认本人所报考的科别。一是确认自己报考的层次，二是确认自己报考的



科类（层次和科类详见招生计划）。其中：

报考专升本须仔细阅读《专升本考生特别提醒》。

报考医学类须仔细阅读《医学类考生特别提醒》。

报考法学类或法学专业的须关注知悉司法部 2018 年发布的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相关改革政策。

7.报名信息（含志愿信息）填写完成后须按要求上传本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

证电子照片（人像面）、近期免冠证件照片 2张。进行身份认证。

8.身份认证通过后（未完成支付前），考生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前，

可用报名号和密码多次进入网上报名系统，对报名信息进行更改。但如果修改了

报名信息，还需重新进行身份认证。

9.身份认证通过后，在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既报名成功。报名信息不能更

改。

10.退役士兵、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的报名：

（1）退役士兵报名工作在 11 月 1 日-11 月 5 日进行，具体办法详见《退役

士兵申报免试入学须知》。

（2）艰苦行业、校企合作改革项目的报名办法。改革项目招生院校，于 9

月 3日前在报名系统中先行导入经企业推荐并审核合格的考生名单，再通知考生

9月 4日—6日在网上报名。

六、报名点现场资格审核注意事项

1.所有已在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成功的考生，已完成报名不需再到报名点现

场。

2.不能持本人身份证网上报名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报名点（在公布的

报名点中选择）现场办理报名手续。

3.报考医学类专业（科别编号为 180、451、710）的考生资格审核要求

（1）须在本人所在设区市报名点现场办理资格审核，不得跨市报名。只能

报考在该市招生的院校（专业）。

（2）持非报名点所在设区市身份证的考生须提供在本地户口簿或居住证。



（3）通过资格证书审核的继续完成报名流程。未能通过资格证书审核的，

如坚持报考，须签订本人亲笔书写的《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校医学类专业考生

诚信承诺书》后继续完成报名流程。

（4）护理学专业不得兼报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等临床类专业。

4.报考药学、中药学等专业的考生，须到考生所在设区市或工作所在设区市

报名点现场办理资格审核。持非报名点所在地身份证的考生需提供在本地户口簿

或居住证。

5.申报专升本、第二学历免试录取的资格审核要求

（1）专升本资格审核要求：网上报考专升本未通过后台学历资格审核且现场

不能提供专科学历认证材料的，如坚持报考须在现场签订本人亲笔书写的《2020

年江苏省专科毕业生参加成人高考诚信承诺书》，继续完成报名流程。

（2）第二学历免试录取的考生报考层次及类别审核要求

①凡是通过本科及以上学历审核的（含现场提供学历认证材料者），可申请

专升本或高起专层次免试；凡是通过专科学历审核的（含现场提供学历认证材料

者），仅可申请高起专免试。

②未通过学历审核的考生（含在报名点未能提供学历认证材料者），不得申

报二学历免试。

2020 年取得本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尚未取得教育部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的考生可通过审核。

6.凡是申请享受照顾录取政策的考生，须认真阅读《申请享受照顾录取政策

的办理指南》，并按要求到报名点办理资格审核。

7.凡到报名点现场资格审核的考生须按《江苏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考试

疫情防控考生须知》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医学类专业考生特别提醒

一、报考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等医学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

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

业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

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应为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

术人员。报考药学、中药学专业的应为该行业从业人员。

（4）考生报考专业原则上应与本人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二、资格审核

1.根据报考条件须到所在地报名点现场出具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

2.考生为应届毕业生且已参加了医学类执业资格证书考试，须到所在地报名

点现场出具在读校学籍证明和执业资格证书考试成绩单。

3.持非报名点所在设区市身份证的考生还需提供在本地户口簿或居住证。

4.若未能通过资格审核,本人坚持报考医学类专业，须在报名点现场签订本

人亲笔书写的《2020 年江苏省医学类专业考生参加成人高考诚信承诺书》。被

高校录取入学报到时还须出具二证（相应医学类专业学历证、相应医学类执业资

格证），由录取学校再次进行资格审核。不符合规定者，将取消入学资格。

三、特别提醒

对于不具备报考条件且要求报考医学类专业的考生，毕业时获得的成人高等

教育医学类学历文凭将不能作为参加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等考试的依据，请慎重

填报志愿。

1.《教育部、卫生部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2002〕10

号）中规定“成人高等教育举办的医学类专业、相关医学类专业、药学类专业的

学历教育，自学考试和各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举办的相关医学类专业、药学类专

业的学历教育，只能招收已取得卫生类执业资格的人员，停止招收非在职人员。”

2.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医师资格考试报名

http://www.chengkao365.com/webhtml/zhinan/
http://www.chengkao365.com/webhtml/zhinan/


资格规定（2014 版）》的通知（国卫医发﹝2014﹞11 号），对成人教育学历的

明确规定：“2002 年 10 月 31 日以前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类高

等学校远程教育的医学类专业毕业生，该学历作为报考相应类别的医师资格的学

历依据。2002 年 1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上述毕业生，如其入学前已通过医师资格

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且所学专业与取得医师资格类别一致的，可以以成

人教育学历报考执业医师资格。除上述情形外，2002 年 1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成

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成人高

等教育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四、附表

医学、相关医学、药学招生专业名称及分类

类别
本科 专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医学类

（本科

为国控）

100201K 临床医学 620101K 临床医学

100301K 口腔医学

100401K 预防医学

100501K 中医学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620108K 针灸推拿

100601K 中西医临床医学

100203TK 医学影像学

相关

医学类

101101 护理学 620201 护理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620401 医学检验技术

101003 医学影像技术 620403 医学影像技术

101004 眼视光学 620407 眼视光技术

101005 康复治疗学 620501 康复治疗技术

620404 医疗美容技术

100402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620802 医学营养

药学类
100701 药学 620301 药学

100801 中药学 620302 中药学



专升本考生特别提醒

一、报考条件：

所有参加“专升本”考试的考生，都必须具有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www.chsi.com.cn）上查核验证到的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注册号，否则不能报

考。

二、资格审核：

网上报名时，须按要求填写相关学历证书编号、身份证号，由系统进行学历

审核。

1.通过系统学历证书审核的，可继续完成报名流程。

2.未通过后台学历审核，但能提供国家权威部门学历认证报告的（包括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境）外学历认证的），到报名点现场办理审核后也可

继续完成报名流程。

3.未通过后台学历审核，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须签订本人亲笔书写的

《2020年江苏省专科毕业生参加成人高考诚信承诺书》，方可继续完成报名流

程。

①本省各类成人高校在校应届专科毕业生，出具了学校开出的《江苏省各类

成人高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专升本证明》；

②2020年取得本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尚未获取教育部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备案的考生；

③2020年取得本省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尚未取得教育部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的考生。

所有被高校录取者，在入学报到时，都须验核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及《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高校再次进行资格复查。

三、特别提醒：

教育部特别告知：被录取的“专升本”考生入学报到时必须出具经教育部审定

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

上证书，否则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并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http://www.chsi.cn


退役士兵申报免试入学须知

一、报名时间和流程：

1.报名时间

11 月 1 日-11 月 3 日网上报名，11 月 3 日-11 月 5 日报名点现场资格审核。

2.报名流程

（1）网上报名。退役士兵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jseea.cn），进行网上

报名

（2）资格审核。网上报名后，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本人所在安置地或工作

地的报名点（网上报名时选定的）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核。

现场资格审核时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和士兵退出现役证。申报专科起点升本科

学历教育的，若网上学历审核未通过，还须出具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可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打印，网址：

www.chsi.com.cn）。

现场资格审核通过后，在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既完成报名。

二、申报院校：

申报专科或本科院校可分别在指定的 44 所成人高校中选择，进行志愿填报。

被指定的成人高校录取，经费资助按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文件执行。

http://www.chsi.com.cn/）


江苏省退役士兵免试录取成人高校名单

地区
招生院校

专科招生院校 本科招生院校

南京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江南大学

扬州大学

江苏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南通大学

江苏警官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

常州工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大学

淮阴工学院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海洋大学

宿迁学院

泰州学院

无锡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徐州

宿迁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职业大学

南通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南通职业大学

连云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

宿迁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盐城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
扬州市职业大学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镇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泰州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退役士兵免试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报名点信息

直辖市 报名确认地点 咨询电话

南京 南京市社会教育考试院服务大厅（中山南路 386 号） 025-52310661

无锡
无锡市教育考试院

（无锡市解放东路 865 号，东林书院对门）
0510-82702382

徐州
徐州市云龙区新生街 76 号市教育局（原九中院内）A

楼 301 室
0516-83724229

常州 常州市教育考试院（常州市新市路 9号） 0519-86624921

苏州 详见《苏州市成招退役士兵报名点信息》 0512-68285259

0512-68283569
南通 南通市教育考试院（市青年西路 22 号） 0513-83549319

连云港
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 23 号（市教育局院内，考试

院一楼 102 室）
0518-85826689

淮安
淮安市生态文旅区景会路创投大厦 22 楼（市行政中

心西）

0517-83665469

0517－83663997

盐城 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招生办（盐城市日月路 1号） 0515-88435690

扬州 扬州教育考试院（扬州市史可法路 199 号） 0514-87629712

镇江 镇江市教育考试院（镇江市健康路 1-1 号） 0511-85022576

泰州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泰州市迎春东路 8号） 0523-86664500

宿迁
宿城区招办（宿迁市中山路 99 号马陵公园南侧宿城

区实小院内）

0527-84350635



苏州市成招退役士兵报名点信息

市（区）报名确认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苏州市教育考试院

（面向姑苏区、新区、工业园

区）

苏州市劳动路 359 号 0512-68285259

张家港市招生办公室 张家港市杨舍镇老宅路 8号 0512-58222010

常熟市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常熟市闽江东路 111 号 0512-52795055

昆山市教育考试中心 昆山市震川西路 172 号 0512-57561391

太仓市招生办公室 太仓市扬州路 99 号教师发展中心 0512-53522647

吴江区招生办公室 吴江区松陵街道鲈乡北路 419 号 0512-63985156

吴中政务服务中心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苏街 198 号

吴中区行政服务中心 29 号窗口

0512-65258731

0512-67681282

苏州市相城区教育考试中心 阳澄湖东路8号行政中心十号楼三楼 0512-85182112



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考网上报名流程图



申请享受照顾录取政策的办理指南

一、申请第二学历免试

1.凡是通过本科及以上学历审核的（已提供学历认证证书者），允许其申请

专升本或高起专层次的第二学历免试；凡是通过专科学历审核的（已提供学历认

证证书者），仅允许其申请高起专第二学历免试。

未通过学历审核的考生（含在报名点未能提供学历认证证书者），不能申报

二学历免试。

2020 年已取得本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已通过考试院

后台审核），暂未取得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的，允许其申报第二学历免

试。

学历通过网上报名系统自动审核的，无需到报名点办理资格审核；未通过的，

须携带学历认证证书（原件）到报名点现场办理资格审核。

2.申请艺术类专业免试入学的，须参加由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加试；申请体

育类专业免试入学的，须参加由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加试；申请烹饪、旅游管理

类专业免试入学的，是否加试由招生院校确定。

3.申请医学类专业免试的，还应满足医学类专业相关报考条件。须携带相关

证明材料（原件），到报名点现场办理资格审核。

二、申报招生考试成绩互认

1.凡 2020 年普通高考成绩在省第二批实际录取最低分数以上（含最低录取

分数）且未被普通高校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成人高校高起本或高起专。

2.凡符合 2020 年普通高考专科注册入学条件的考生，未被普通高校录取的，

可免试录取成人高校高起专。

3.凡参加 2020 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考试成绩在省实际录取最低分数以上

（含最低录取分数）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成人高校高起本或高起专。

4.凡符合 2020 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专科注册入学条件的考生，未被普通高

校录取的，可免试录取成人高校高起专。

5.凡 2020 年参加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的“专转本”选拔考试，成绩在省

实际录取最低分数以上（含最低录取分数）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成人



高校专升本。

网报时可按界面提示进入申报程序，由报名系统自动审核。

三、申请退役士兵免试入学

1.网上报名后（11 月 1－3 日）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士兵退出现役证到安置地

或工作地所在市招考机构指定报名点办理资格审核（11 月 3-5 日），并网上缴

费。否则报名无效。2.申报学校详见《退役士兵申报免试入学须知》。

四、需要主管部门审核方可申请享受的照顾政策

拟申请如下项目的考生，须填写《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免试照顾录

取申请表》或《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照顾加分录取申请表》（申请样表

可在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下载）并经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网上报名后，须

携带签署审核意见的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到报名点办理资格审核。

具体项目和要求如下。

1.运动健将和武术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须经省体育局审核并出具

运动成绩证明；

2.烈士子女、烈士配偶，须经市级民政局审核；

3.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须经市级“侨务办公室”审核；

4.台湾省籍，须经市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核。

五、其他需提供证明材料方可申请享受的照顾政策

申请享受下列照顾政策的考生，网上报名后，需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到报名点办理资格审核。

1.申请免试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国务院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

者及科技进步（成果）奖获得者；省级工、青、妇等组织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

“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获得者。须携带相应的获奖证书。

2.申请免试的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名获得者、

非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亚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六

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

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须出具国家体育总局监制并

经省体育局审核的《优秀运动员申请免试进入成人高等学校学习推荐表》）。

3.申请免试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人员须携带省组织部门颁发的“期



满考核合格证书”；“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人员须携带省人

事部门颁发的“期满考核合格证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大学生志愿服

务苏北”人员须携带省团委颁发的“期满考核合格证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人员须携带省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期满考核合格证书”。

4.申请免试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含三等功）

者，须携带个人立功证明(县、团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单位发放的证书或出具的证

明)。

5.申请免试的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获得者；在普通高职（专科）、五年一贯制高职学校获省级及以上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称号的毕业生;在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获省级及以上三创优秀学生、三创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的毕业

生。须携带相应项目的获奖证书。

6.申请享受加分投档照顾政策的残疾人，须携带《革命军人残疾证》或由各

市、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人证》。

7.申请享受加分投档照顾政策的地（市）级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厅、局系统及国家特大型企业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科技

进步（成果）奖获得者。须携带获奖证书。

8.申请享受加分投档照顾政策的现役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须携

带工作证件。

9.申请享受加分投档照顾政策的边疆、山区、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

数民族考生、国防科技工业三线企业单位（位于地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除外）

获得企业表彰的先进生产（工作）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表彰证书。

六、申请享受 25 岁以上照顾政策

考生无需到报名点办理审核，由省教育考试院根据身份证判定是否享受本项

照顾政策。

所有申请享受以上照顾录取政策的考生，须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并经

省教育考试院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生效。



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免试照顾录取申请表

市 县（市、区） 报名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免试代码
毕业学校或

工作单位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2020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审核

意见 主管部门签章：

2020 年 月 日

县区招考机构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名（盖章）：

2020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申请免试的考生按要求认真填写，交县（市、区）报名点初审。

2.免试照顾录取政策及代码见下页。

3.运动健将和武术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须经省体育局审核并出具

运动成绩证明，审核盖章后，交报名点；烈士子女、烈士配偶须到市级主管部门

盖章后，交报名点；“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特岗计

划”项目申请免试的考生，须出具本人相应项目考核合格证原件；其他项目申请

免试的考生，须出具相关项目的证件、证书原件。

4.县（市、区）招考机构初审通过并签章后，将此申请表和相关材料拍照入

库备案。



免试照顾录取政策及代码
代码 免试照顾录取政策

1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1
国务院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科技进步（成

果）奖获得者。

12
省级工、青、妇等组织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

手”获得者。

13

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六名

获得者；亚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

目前三名获得者；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

非奥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运动健将和武术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一级运

动员获得者。

14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

目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的户口或工作单位在本省的人员。

15 解放军、武警、警察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含三等功）者。

16 烈士子女、烈士配偶。

17

参加省级（含）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技术大赛获得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

高职考生可申请免试专升本;中职考生可申请免试高起专。考生所报专业类别应与获奖

的专业相同或相近。

18

普通高职(专科)、五年一贯制高职的优秀毕业生（获省级及以上优秀毕业生称号）

可免试专升本;中等职业教育的优秀毕业生（获省级及以上优秀毕业生称号）可免

试高起专。

19
已取得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的考生，可免试专升本；已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考生，

可免试高起专（考生学历证书已经教育部学生信息网注册备案）。

29 省内退役士兵。

1a
今年普高考试成绩在省第二批本科实际录取最低分数以上（含最低录取分数）且未

被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高起本或高起专。

1a 今年符合普高专科注册入学条件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高起专。

1a
今年对口单招考试成绩在省本科实际录取最低分数以上（含最低录取分数）且未被

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高起本或高起专。

1a 今年符合对口单招专科注册入学条件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高起专。

1a
今年“专转本”考试成绩在省实际录取最低分数以上（含最低录取分数）且未被录

取的考生，可免试录取专升本。



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加分照顾录取申请表

市 县（市、区） 报名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加分代码
毕业学校或

工作单位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2020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审核

意见 主管部门签章：

2020 年 月 日

县区招考机构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名（盖章）：

2020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申请加分录取的考生按要求认真填写，交县（市、区）报名点初审

(符合代码 24 加分的考生不必填写申请表)。

2.加分照顾录取政策及代码见下页。

3.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由市级“侨务办公室”审核盖章；台湾省籍考

生由市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核盖章；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须带本人居民身份

证认定；残疾考生现场审核时须出具《革命军人残疾证》或由市、县残联颁发的

《残疾人证》原件；现役军人、武警、警察须出具本人工作证件；其他类型享受

照顾加分政策的考生现场审核时须出具相关证件或证书原件。

4.县（市、区）招考机构初审通过并签章后将此申请表和相关材料拍照入库

备案。



加分照顾录取政策及代码

代码 加分照顾录取政策

20 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加 10 分。

21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加 20 分。

22 现役军人、武警、警察，加 20 分。

23

边疆、山区、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国防科技工业三线

企业单位（地处地市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除外）获得企业表彰的先进生产

（工作）者，加 20 分。

24
年满 25 周岁以上〔1995 年 8 月 31 日之前（含 1995 年 8 月 31 日）出生者〕，

加 20 分。

25

地（市）级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系统及国家特大型企

业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科技进步（成果）奖获得者，加

30 分。

26
25 周岁以下〔1995 年 9 月 1 日后（含 1995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生活能

够自理，且不影响本人所报专业学习的残疾人，加 30 分。

27
年满 25 周岁以上〔1995 年 8 月 31 日前（含 1995 年 8 月 31 日）出生者〕，

生活能够自理，且不影响本人所报专业学习的残疾人，加 50 分。



2020 年江苏省各类成人高校招生术科类专业加试办

法

一、为做好我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术科类专业加试工作，根据《省教育

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术科类专业加试工作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二、术科类专业包括艺术类（专科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

升专科）、体育类（高中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专科）、旅游管理类（高中起点

升本科、高中起点升专科）、烹饪类（高中起点升专科）等专业。

三、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加试根据《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术科类专业（艺术、

体育）加试指南》命题、考试及评卷。

1.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加试由所设专业招生院校自行组织实施。

2.旅游管理、烹饪专业加试由所设专业招生院校根据本校开设专业教学要求

确定是否进行专业加试。加试内容要求及组织形式由各学校自行制定方案并实施。

3.所有进行专业加试的院校须于 9月 20 日前向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报送《术

科专业加试实施方案》，10 月 31 日前须向省教育教育考试院报送艺术类或体育

类《术科专业加试成绩库》，其他术科类专业报送《术科专业加试成绩合格考生

名单》。

四、报名办法

1.专升本、高起本考生报名参加所填志愿院校组织的术科专业加试。

2.高起专考生只需报名参加一个所填志愿院校组织的术科专业加试。

3.术科专业加试报名、考试时间地点由组织术科专业加试的院校自行确定并

通知到每一个报考本校术科专业的考生。

4.改革项目试点院校的术科专业加试由学校自行确定并通知考生，考生可直

接向报考学校咨询。

5.加试考生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考生报名信息确认单》(缴费完成

后可下载打印)按学校通知的时间到院校指定的加试地点加试。

6.具备文化考试免考资格的术科专业考生，仍须报名参加术科专业加试。

7.报名时，每生须缴纳加试报名费 20 元，考试费 60 元/科。



五、注意事项

1.参加术科专业加试考生所需携带用品及相关要求由所报考院校通知考生。

2.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加试科目具体要求详见：江苏教育考试院网站（网址：

www.jseea.cn）网上报名栏目中招考信息栏目内的《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术科类

专业（艺术、体育）加试指南》。

六、术科专业加试的招生院校和专业以及专业加试科目加试地点。（见附表）

表一：艺术类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加试

编码

专业

代号

专业

名称

层次

名称

加试

科目一

加试

科目二
加试时间 加试地点 咨询电话

020 南京师范大学 Z2 008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19 日

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京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
025-83598275

020 南京师范大学 Z1 009
产品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
025-83598275

021 南京艺术学院 Z1 001
环境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南京艺术学院 025-83498186

029
南京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G1 012

室内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4 日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浦口

校区炎培楼 D411
025-85838640

039 南京晓庄学院 Z2 013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27 日 南京晓庄学院方山校区 025-86569266

039 南京晓庄学院 Z2 014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041 江苏大学 Z1 001
产品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9月 20 号

江苏大学江苏省陶都中等专

业学校函授站（宜兴市丁蜀

镇周墅大桥旁）

0511-8879106

8

051 常州工学院 G1 060

视觉传

达

设计

高起本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0519-8116217

0

052 江苏理工学院 Z1 012 美术学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10 月 31日
常州市钟楼区中吴大道 1801

号江苏理工学院

0519-8695348

8

052 江苏理工学院 Z1 013

视觉传

达

设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052 江苏理工学院 Z1 014
环境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052 江苏理工学院 G1 145

视觉传

达

设计

高起本 素描 色彩

057
无锡南洋职业

技术学院
G1 003

艺术设

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慎思

楼 C402

0510-6851252

7

059
江苏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G1 012

动漫设

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10 月 19日 江苏省无锡市钱藕路 1号

0510-8329706

5

073 常熟理工学院 Z1 003
环境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9月 27 日
常熟市南三环路99号常熟理

工学院（东湖校区）
13013797222

073 常熟理工学院 Z1 004

服装与

服饰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076 扬州大学 Z1 004

数字媒

体

艺术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10 月 17日
扬州大学荷花池校区 10005

教学楼

0514-8799136

5

87975541

080 扬州市职业 G1 020 数字媒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扬州市盐阜西路 6号扬州市 0514-8757678



大学 体

艺术设

计

职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8

080
扬州市职业

大学
G1 021

产品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090 南通大学 Z2 004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26 日
南通大学钟秀校区（南通市

通京大道 999 号）

0513-8501581

6

090 南通大学 Z2 005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090 南通大学 Z1 006 美术学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090 南通大学 Z1 007 美术学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090 南通大学 Z1 008
产品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092
南通科技职业

学院
G1 009

室内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画室 13912286299

098 江苏师范大学 Z2 010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20 日

徐州市铜山区上海路101号，

江苏师范大学（泉山校区）

马可音乐厅

0516-8340368

7

104 淮阴师范学院 Z2 004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26 日

淮阴师范学院长江路校区

（淮安市淮阴区长江路 111

号）

0517-8351759

2

13511549678104 淮阴师范学院 Z1 005 美术学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105 淮阴工学院 Z1 002

视觉传

达

设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10 月 17日
淮阴工学院萧湖校区（淮安

区城河街 1号）

0517-8359723

3

、83597288

114 盐城师范学院 Z2 010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26-27 日
盐城师范学院新长校区（盐

城市希望大道南路 2号）

0515-8823310

5

114 盐城师范学院 Z2 011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114 盐城师范学院 Z5 012 舞蹈学 专升本
舞蹈基

本功

舞蹈表

演

114 盐城师范学院 Z1 013 美术学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114 盐城师范学院 Z1 014

视觉传

达

设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117 宿迁学院 Z1 004
产品设

计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9月 20 日

宿迁学院（宿迁市黄河南路

399号）

0527-8420156

3

139
江苏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G1 014

数字媒

体

艺术设

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8 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南京

新华电脑专修学院函授站

南京市江宁区松岗街 7号

025-66671566

、

66671426

139
江苏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G1 015

产品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4 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宜兴

丁蜀镇成人文化技术学院函

授站宜兴市丁蜀镇川埠宝阳

路南端

0510-8743898

0

139
江苏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G1 016

环境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8 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南京

新华电脑专修学院函授站

南京市江宁区松岗街 7号

025-66671566

、

66671426

198
镇江市高等专

科学校
G1 011

广告设

计

与制作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0 日 镇江市京口区学府路 61 号
0511-8896270

0

207
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G1 001

数字媒

体

艺术设

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0519-8116217

0



209
江苏城乡建设

职业学院
G1 001

环境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7 日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常州

市钟楼区殷村职教园和裕路1

号）

0519-8697910

5

216
无锡工艺职业

技术学院
G1 004

视觉传

播设计

与制作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0 日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0510-8171002

0

216
无锡工艺职业

技术学院
G1 005

陶瓷设

计与工

艺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222
江阴职业技术

学院
G1 011

服装与

服饰设

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1 日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0510-8683120

4

230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G1 001

工艺美

术

品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5 日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吴中区国际教育园

南区致能大道 189 号）

0512-6650758

4

247 泰州学院 Z2 005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9月 19 日

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93号

泰州学院艺术楼 C2120

0523-8666791

9

250
江南影视艺术

职业学院
G1 003

广告设

计

与制作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江南影视职业技术学院（无

锡市钱胡路 812号）

0510-8555188

1

250
江南影视艺术

职业学院
G1 004

人物形

象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254
江苏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G1 020

视觉传

播

设计与

制作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6 日
南通市青年中路87号江苏工

院有恒楼专业画室

0513-8105001

9

、81050167

254
江苏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G1 021

环境艺

术

设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499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Z3 002

广播电

视

编导

专升本
文艺

评论

戏曲影

视作品

赏析
9月 23 日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继续

教育处（南京市江宁区弘景

大道 3666 号）

025-86179097

499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Z6 003

播音与

主持艺

术

专升本
普通话

语音

语言表

达

812
黑龙江省教育

学院
Z2 003 音乐学 专升本 视唱

声乐或

器乐
10 月 10-11 日 黑龙江省南岗区师院街 3号

0451-8245631

8
812

黑龙江省教育

学院
Z1 004 美术学 专升本 素描 色彩

822
株洲市职工大

学
G1 003

视觉传

播设计

与制作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9月 27 日
无锡市西米艺术培训中心

（无锡市中山路 18号二楼）
17711772448

822
株洲市职工大

学
G1 004

服装与

服饰设

计

高起专 素描 色彩

表二：旅游管理类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专业名称

层次

名称
加试科目一 加试科目二 加试信息

03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011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067 苏州职业大学 028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067 苏州职业大学 029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068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007 酒店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076 扬州大学 118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080 扬州市职业大学 019 酒店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081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007 旅游管理 高起本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11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006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11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007 酒店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139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013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216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003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276 扬州教育学院 039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276 扬州教育学院 040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276 扬州教育学院 041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276 扬州教育学院 042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276 扬州教育学院 043 旅游管理 高起专 形体测试 语言表达 不安排加试

表三：烹饪类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专业名称 层次名称 加试科目 加试信息

107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008 烹调工艺与营养 高起专 红案或白案 不安排加试

107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0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高起专 红案或白案 不安排加试

21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007 烹调工艺与营养 高起专 红案或白案 不安排加试



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加试指南

第一部分 高中起点升本、专科专业

美术类专业(加试编码 G1)

美术类报考专业：含绘画、雕塑、艺术设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电脑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考试

时间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素描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1.考试内容和形式:考生按照试题要求，依据所提供的

石膏人物头像图片，完成一幅素描。

2.答卷要求：构图合理，造型严谨，比例准确，塑造深

入，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表现方法不作统一限制，不

得标有与画面无关的任何标记。

试卷纸为八开

铅画纸（考场

提供）；绘画工

具为铅笔或炭

笔 （ 考 生 自

备）。

色彩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1.考试内容和形式：根据试题题意及试卷中规定的静物组

合用品，默画出一幅色彩静物画（静物组合中物品为生活

中常见蔬菜、陶瓷器皿、玻璃器皿、瓜果、花卉、食品、

饮料、厨具、生活日用品、文具教具、各色衬布等）。

2.答卷要求：符合试题要求，不得擅自更改试题内容；

构图完整，造型严谨；色彩关系准确，色调和谐，色彩

丰富，塑造充分；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表现手法不限。

卷面不得喷涂任何上光或固定材料，不得标有与画面无

关的任何标记。

试卷纸为八开

铅画纸（考场

提供）；绘画工

具为水彩或水

粉 （ 考 生 自

备）。

音乐类专业(加试编码 G2)

音乐类报考专业：含音乐表演、音乐、音乐编辑、乐器修造技术等方向。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视唱(面试)

满分 150 分

1.考试内容：视唱曲 1-2 首，每首长度约 8-16 小节；一升一

降以内各大小调式及民族调式；2/4、3/4、4/4、3/8、6/8 等

常见节拍形式；简单节奏组合为主，包含切分音、三连音等较

复杂节奏类型；音域在小字组 a到小字二组 e之内。

2.考试要求：掌握各种常用音符、附点音符、休止符的时值和

切分音、三连音、弱起节奏以及 2/4、3/4、4/4、3/8、6/8 等

节拍；每条视唱演唱时音高、节奏准确，速度前后一致，富有

音乐感；并能清晰地划拍或击拍视唱。

3.考试形式：面试，视谱即唱。简谱、五线谱两种谱式任选一

种，固定唱名法演唱。准备时间约 2 分钟。试卷由监考人员从

试题库中随机调出，一人一卷。开始考试前由专家在钢琴上给

出该曲调的主和弦及第一个音。

1.《单声部

视唱教程》，

上海音乐学

院视唱练耳

教研组编，

上海音乐出

版社；

2.《视唱》，

朱建萍、李

晓薇编著，

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3.《简谱视

唱》，赵方辛

编，人民音

乐出版社。

视唱是考生入

学考试的必考

科目之一，通

过视谱即唱的

测试来考查考

生的音准感、

节奏感、音乐

表现能力以及

读谱能力，从

而衡量考生是

否具备专业学

习的基本素质

和条件。

声乐(面试)

满分 150 分

1.考试内容:考生自选歌曲一首。演唱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2.考试要求:

①声带无毛病，能够运用良好的发声方法进行演唱。

②用较准确的语音（普通话、方言、外国语言）演唱。

③歌剧咏叹调须用原调演唱。

④不允许自带伴奏，不得用音像制品伴奏。如需伴奏，考生须

提供乐谱，由考点统一提供伴奏或自弹自唱（仅限钢琴）。

3.考试形式:面试，钢琴伴奏现场演唱。

声 乐 或 器 乐

（面试）任考

一项，考生须

在报名时确定

其中一项作为

主试科目。

器乐(面试)

满分 150 分

1.考试内容:

①乐器种类：中外各类乐器。

②考生自选乐曲一首。演奏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2.考试要求:

①演奏流畅、准确。无不良演奏习惯及明显失误。

②能感悟音乐作品，准确把握音乐风格。

3.考试形式：面试，现场演奏（不允许伴奏）。

摄影专业（加试编码 G3）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考试

时间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摄影理论基

础满分 150

分

2 小时

通过名词解释、填空、简答题和论述题等题型，书面

考查考生对摄影基础理论、摄影基本技术的理解和掌

握水平。

江苏省高等

师范美术院

校专业教程

《摄影》，江

苏美术出版

社。

摄影艺术

作品赏析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考生按照试题要求，依据所提供的摄影图片，独立完

成一篇不少于 1500 字的摄影作品赏析。



表演类专业(加试编码 G4)

表演类报考专业：含戏剧与影视表演、戏剧表演、影视表演方向。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表演

满分 150 分

1.命题小品一个，考察考生能否真诚地投入到情境中所发生的

一切，并按照生活的逻辑开展有机行动。

2.即兴小品一个，考查考生注意力是否集中在“发生的事件”

上，真实地相信“发生的一切”，用自身感受的真情实感把它

表演出来。

1.《戏剧表

演基 础 (戏

剧卷)/中国

艺术教育大

系》 文化艺

术出版社。

2.《演员艺

术语言基本

技巧 (戏剧

卷)/中国艺

术 教 育 大

系》 文化艺

术出版社。

台词

(含演唱)

满分 150 分

1.朗诵自备一篇散文、诗歌、小说片断或影视剧、话剧中的一

段独白（3 分钟以内），了解考生的声音、语言规范化及清晰

度。一律要求背诵。

2.自备歌曲一首（4 分钟以内），了解考生的音质、音准、节

奏和乐感状况(要求不用伴奏)。

3.指定稿件朗读，了解考生语音以及作品理解能力。

舞蹈类专业(加试编码 G5)

舞蹈类报考专业：含舞蹈编导、舞蹈表演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舞蹈基本功

满分 150 分

1.身体软开度测试(包括腰、腿、胯、肩)。

2.单一舞蹈基础动作及单一技术技巧测试(包括跳、转、翻等)。

3.个人技术技巧展示，复合型技术技巧或技术技巧组合均可

（此项非必须完成的考试内容，考生可根据自身专业基础情况

选择是否展示个人技术技巧）。

基本功考试时，

需穿着正规舞蹈

训练服、练功鞋。

舞蹈表演

满分 150 分

完成 1分钟以上的舞蹈组合或剧目片断，需掌握所表演舞蹈的

风格特征，具有一定的表现力、感染力，表现出组合或剧目内

容中的情绪及内涵(舞种可在古典舞、民间舞、现代舞、当代

舞、国际标准舞、芭蕾舞中任选其一，自备伴奏音乐)。

舞蹈表演考试时

可更换自备舞蹈

服装。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加试编码 G6)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第二部分 专科起点升本科专业

美术类专业(加试编码 Z1)

美术类报考专业：含绘画、雕塑、艺术设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电脑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考试

时间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素描

满分为 150

分

2 小时

1.考试内容和形式:考生按照试题要求，依据所提供的石膏人

物胸像图片，完成一幅素描试卷。

2.试卷要求：构图合理，造型严谨，比例准确，塑造深入，

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表现方法不作统一限制，不得标有与

画面无关的任何标记。

试卷纸为

四开铅画

纸（考场提

供）；绘画

工具为铅

笔或炭笔

（考生自

备）。

色彩

满分各为

150

2 小时

1.考试内容和形式：根据试题题意及试卷中规定的静物组合

用品，默画出一幅色彩静物画（静物组合中物品为生活中常

见蔬菜、陶瓷器皿、玻璃器皿、瓜果、花卉、食品、饮料、

厨具、生活日用品、文具教具、各色衬布等）。

2.试卷要求：符合试题要求，不得擅自更改试题内容；构图

完整，造型严谨；色彩关系准确，色调和谐，色彩丰富，塑

造充分；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表现手法不限。卷面不得喷

涂任何上光或固定材料，不得标有与画面无关的任何标记。

试卷纸为

四开铅画

纸（考场提

供）；绘画

工具为水

彩或水粉

（考生自

备）。

音乐类专业(加试编码 Z2)

音乐类报考专业：含音乐教育、音乐编辑、计算机音乐、音响导演及音乐表演等方向。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普通话语音

满分 150 分

1.以国家普通话测试规范要求为准。

2.用普通话朗读自选文学作品（800 字以内），准确读出声、

韵、调。

3.用普通话朗读指定稿件，吐字清晰、语句流畅。

1.《普通话

水平测试》

江苏版，江

苏省普通

话测试委

员会办公

室编，第二

版。

2.《播音学

概论》，姚

喜双 中

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

语言表达

满分 150 分

1.在理解稿件的基础上，能初步运用语言表达基本技巧，较准

确完整地表情达意。

2.根据题目或材料进行即兴评述或演讲，要求有一定的叙述、

描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生动的口语表达能力。

3.根据指定题目、稿件编创主持人节目。



视唱（面试）

满分 150 分

1.考试内容：视唱曲 1-2 首(音乐表演专业 2 首)，每首长度约

8-16 小节；一升一降范围内各大小调式及民族调式；2/4、3/4、

4/4、3/8、6/8 等常见节拍形式；简单节奏组合为主，包含切

分音、三连音等较复杂节奏类型；音域在小字组 a 到小字二组

e 之内。

2.考试要求：掌握各种常用音符、附点音符、休止符的时值和

切分音、三连音、弱起节奏以及 2/4、3/4、4/4、3/8、6/8

等节拍；每条视唱演唱时音高、节奏准确，速度前后一致，富

有音乐感；能清晰地划拍或击拍视唱。

3.考试形式：面试，视谱即唱。限五线谱谱式，固定唱名法演

唱。准备时间约 2分钟,考试时间不超过 2 分钟。试卷由监考

人员从试题库中随机调出，一人一卷。开始考试前由专家在钢

琴上给出该曲调的主和弦及第一个音。

1.《单声部视

唱教程》上海

音乐学院视

唱练耳教研

组编,上海音

乐出版社。

2.《视 唱》

朱建萍、李晓

薇编著,南京

师范大学出

版社。

视唱是考生入

学考试的必考

科目之一，通

过视谱即唱的

测试来考查考

生的音准感、

节奏感、音乐

表现能力以及

读谱能力，从

而衡量考生是

否具备专业学

习的基本素质

和条。

声乐（面试）

满分 150 分

（音乐表演

专业面试演

唱）

1.考试内容：考生自选歌曲一首。演唱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2.考试要求：

①声带无毛病，能够运用良好的发声方法进行演唱。

②用较准确的语音（普通话、方言、外国语言）演唱。

③歌剧咏叹调须用原调演唱。

④不允许自带伴奏，不得用音像制品伴奏。如需伴奏，考生须

提供乐谱，由考点提供伴奏或自弹自唱（仅限钢琴）。

3.考试形式：面试，钢琴伴奏现场演唱。

声 乐 或 器 乐

（ 演 唱 或 演

奏）面试任考

一项，考生须

在报名时确定

其中一项作为

主试科目。

器乐（面试）

满分 150 分

（音乐表演

专业面试演

奏）

1.考试内容：

①乐器种类：中外各类乐器。

②考生自选乐曲一首。演奏时间不超过 5分钟。

2.考试要求：

①演奏流畅、准确。无不良演奏习惯及明显失误。

②能感悟音乐作品，准确把握音乐风格。

3.考试形式：面试，现场演奏（不允许伴奏）。

声 乐 或 器 乐

（ 演 唱 或 演

奏）面试任考

一项，考生须

在报名时确定

其中一项作为

主试科目。

导演(含戏剧导演、影视导演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加试编码 Z3)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考试

时间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文艺评论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指定文艺作品一篇，写出一篇 600—800 字的评论，

要求立论准确、中心突出、观点正确、论评充分、

语言流畅、有一定的见解。

1．《艺术学概

论》第三版，

彭吉象著，北

京大学出版

社。

2．《影视作品

赏析》王克

勇、张竞主

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戏剧影视作

品赏析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观摩时

间不计

入)

观摩一部电影与一部戏，一个单本电视剧(包括上、

下集)，写一篇 600—800 字的评论文章，以考查考

生的文艺鉴赏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5%ED%BC%AA%CF%F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BF%CB%D3%C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BF%CB%D3%C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5%C5%BE%BA&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表演类专业(加试编码 Z4)

表演类报考专业：含戏剧与影视表演、戏剧表演、影视表演、表演艺术教育方向。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表演

满分 150 分

1.自备小品一个，了解考生对生活的认识与观察，考查考生的

文化艺术修养和形象思维能力。

2.命题小品一个，考察考生能否真诚地投入到情境中所发生的

一切，并按照生活的逻辑开展有机行动。

3.即兴小品一个，考查考生在即兴小品中注意力是否集中在

“发生的事件”上，真实地相信“发生的一切”，用自身感受

的真情实感把它表演出来。

《戏剧表演

基 础 ( 戏 剧

卷)/中国艺

术教育大系》,

文化艺术出

版社、《演员

艺术语言基

本技巧(戏剧

卷)/中国艺

术教育大系》,

文化艺术出

版社。

台词

(含演唱)

满分 150 分

1.朗诵自备一篇散文、诗歌、小说片断或影视剧、话剧中的一

段独白（3 分钟以内），了解考生的声音、语言规范化及清晰

度。一律要求背诵。

2.不用伴奏，演唱自备歌曲一首（4 分钟以内），了解考生的

音质、音准、节奏和乐感状况。

3.指定稿件朗读，了解考生语音以及作品理解能力。

舞蹈编导专业(加试编码 Z5)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舞蹈基本功

满分 150 分

1.身体软开度测试(包括腰、腿、胯)。

2.单一舞蹈基础动作及单一技术技巧测试(包括跳、转、翻等)。

3.个人技术技巧展示，复合型技术技巧或技术技巧组合均可（此

项非必须完成的考试内容，考生可根据自身专业基础情况选择

是否展示个人技术技巧）。

基 本 功 考 试

时，需穿着正

规 舞 蹈 训 练

服、练功鞋。

舞蹈表演

满分 150 分

完成 1 分钟以上自编舞蹈片断，具有一定的表现力、感染力；

所编的舞蹈构思新颖，风格清晰，舞蹈语汇流畅，与音乐水乳

相融 (不限舞蹈种类，可使用道具，自备伴奏音乐)。

参加舞蹈表演

考试时可更换

自 备 舞 蹈 服

装。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加试编码 Z6)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普通话语音

满分 150 分

1.以国家普通话测试规范要求为准。

2.普通话朗读自选文学作品（1000 字以内），准确读出声、韵、

调。

3.用普通话朗读指定稿件，吐字清晰、语句流畅。

1.《播音主

持艺术语

言基本功

训练教程》,

赵秀环,中

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



第三版。

2.《广播电

视即兴口

语表达》,

鲁 景 超 ,

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

社出版社。

语言表达

满分 150 分

1.在理解稿件的基础上，能运用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语

言表达技巧，准确完整地表情达意。

2.根据题目或材料进行即兴评述或演讲，要求有一定的叙述清

晰、描述形象和逻辑严密的口语表达能力。

3.根据指定题目、稿件编创主持人节目。

书法篆刻专业(加试编码 Z7)

专业考试

科目及分值
考试时间 专 业 考 试 要 求 参考书目 备注

书法临摹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1.考生须掌握一定的书法传统基础，具备临写古代碑

帖的能力，临摹楷书一幅，临摹范本随试卷发放。

2.考试形式与要求：现场临摹，条幅，四尺三开，生

宣纸，试卷可落款但不得书写考生姓名。

笔、墨、毡子

考 生 自 己 携

带，考试用纸

由考点提供。

书法创作

满分 150 分
2 小时

1.考生能运用所掌握书法基本要素进行创作。命题，

七言绝句一首，楷书除外，隶书、篆书、行书、草书

四种书体任选一种。

2.考试形式与要求：现场创作，条幅，四尺三开，生

宣纸，试卷可落款但不得书写考生姓名。

笔、墨、毡子

考 生 自 己 携

带，考试用纸

由考点提供。



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旅游管理类高中
起点升本、专科专业课加试指南

加试科目：形体测试、语言表达

一、形体测试科目（70 分）

1．测试内容：对考生的身材、五官、肤色、姿态、仪表进行测试，具体测

试目为： （1）身高、体重；（2）五官与形体；（3）仪表仪容与仪态。

2．测试方法：(1)考生沿直线行走。行走时头要正、肩要平，两眼平视前方，

两手自然摆动；(2)任选一节广播操，做两个八拍；(3)两手前平举，上身直立，

下蹲四次；(4)按服务规范要求坐立；(5)按服务规范要求站立。

3．评分标准 (1)身高(20 分)

得分
评分指标(单位：cm)

男 女

20 173—178 163—168

19 172 179 162 169

18 171 180 161 170

17 170 181 160 171

16 169 182 159 172

15 168 183 158 173

14 167 184 157 174

13 166 185 156 175

12 165 186 155 176

11 164 187 154 177

9 163 188 153 178

8 162 189 152 179

7 161 190 151 180

6 160 191 150 181

5 160 以下 191 以上 150 以下 181 以上

(2)体重(10 分) 男性 T(kg)=H(cm)-105；女性 T(kg)=H(cm)-105-2．5。

注：T为标准体重，“kg"为千克，“H”为身高，“cm"为厘米，AV 实际体重。

得 分 评 分 指 标

10 (1—5％)T≤AV≤(1+5％)T

7 (1+6％)T≤AV≤(1+10％)T 或(1—10％)T≤AV≤(1—6％)T

4 (1+11％)T≤AV≤(1 十 15％)T 或(1—15％)T≤AV≤(1—11％)T



1 AV≥(1+16％)T 或 AV≤(1—16％)T〖BG)F〗[HT5]

(3)五官与形体(30 分)

得 分 评 分 指 标

26—30
五官清秀；身材匀称，皮肤光滑细腻，肤色白皙、红润；无明显疤痕，无明显的疱、

疮、疹、痘；外型无“0”型腿、驼背、鸡胸、塌肩等缺陷。

18—25
五官端正；身材较匀称，皮肤有光泽，肤色健康自然；无明显疤痕，无明显的疱、

疮、疹、痘；外型无“0”型腿、驼背、鸡胸、塌肩等缺陷。

8—17
五官尚端正；身材尚匀称，皮肤比较粗糙，肤色基本健康；脸上有细微疤痕，有少量

的疱、疮、疹、痘，但无碍大雅；外型无明显“O”型腿、驼背、鸡胸、塌肩等缺陷。

7 分以下
五官不端正；身材不匀称，皮肤粗糙，肤色黑黄；脸上有明显疤痕，有明显的疱、

疮、疹、痘；外型有“O”型腿、驼背、鸡胸、塌肩等明显缺陷。

(4)仪表仪容与仪态(10 分)

得 分 评 分 指 标

9—10
气质高雅；仪表端庄，着装得体；性格活泼，从容大方，思维敏捷，动作优雅；走姿、

站姿、坐姿规范雅致；无不良动作习惯，走姿无内、外八字、颠簸、摇摆等现象。

6—8
气质较好；仪表较为得体，着装整洁；性格开朗，思维反应较快，动作自然；走姿、

站姿、坐姿正确；无不良动作习惯，走姿无内、外八字、颠簸、摇摆等现象。

3—5

气质一般；仪表尚可，着装搭配欠妥；性格内向，缺乏热情；反应基本正常，动作

基本协调；走姿、站姿、坐姿基本正确；无不良动作习惯，走姿无内、外八字、颠

簸、摇摆等现象。

2 分以下
气质较差；不修边幅，个人卫生差；性格怪癖、呆板；反应迟钝、动作不协调；走姿、

站姿、坐姿不符合规范；有不良动作习惯，走姿呈内、外八字、颠簸、摇摆等现象。

二、语言表达科目（30 分）

1．考试内容：

(1)汉语言表达：考生用普通话有感情地朗诵一篇短文或绕口令，时间 1 分

钟。

(2)用普通话或外语回答老师提问，时间 3分钟。

2．评分标准

得 分 评 分 指 标

20—30

普通话标准，能有感情地朗读文章；语言准确，无添字漏字；音质优美，语言表达

与应变能力强；表达清晰、流畅。

10—20

普通话较好，能正确朗读文章；语句较连贯，能体现思想感情；音质较美，语言表

达与应变能力较强；表达较好。



6—10
普通话较一般，朗读基本准确，感情平淡；音质尚可，语言尚可，语言表达尚流畅。

5分以下

普通话较差，方言较重，表达不连贯、不清楚、不完整甚至有障碍；音质较差；有

口吃现象



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体育类高中起点
升本、专科专业课加试指南

（一） 考试科目

1.100 米跑 2.原地推铅球 3.立定三级跳远

（二） 考试要求

1.100 米跑

（1）考试要求：①百米考试每位考生均有三次起跑机会，第三次起跑犯规

者，取消该项考试资格。②考生考试中跑错道次，影响他人成绩，取消该项考试

资格。③听到口令后，应迅速做出反应，故意拖延时间者，以犯规论处。④必须

采用蹲距式起跑。

（2）技术要求：100 米跑全程技术可分为起跑和起跑后的加速跑、途中跑、

终点跑三部分。

起跑的任务是获得向前冲力，在最短的时间，使身体摆脱静止状态并获得最

大的初速度。起跑采用蹲距式起跑，考生要学会使用起跑器（或起跑穴）。百米

起跑过程分为“各就位”“预备”“鸣枪”三个阶段。

途中跑任务是继续发展和保持较长距离的最高速度。其动作特点是：上体稍

前倾，支撑腿在摆动腿积极前摆的配合下，快速有力的伸展髋、膝 、踝关节。

后蹬角约为 55—60 度为宜，以保证获得有效的最大反作用力。

终点跑的任务是尽力保持途中跑的最高速度跑过终点。在最后 15—20 米处，

尽力保持上体前倾角度，加快两臂摆动的速度和力量，保持最高速度通过终点。

在距离终点前一步时，上体急速前倾，用胸部或肩部撞线。跑过终点后，应逐渐

抬高上体，降低跑速，决不可突然停止。

（3）练习手段与方法：①最快原地摆臂练习。②按口令由半蹲姿势向上跳

起触高物。③各跳跃（立定跳、蛙跳、十级跳等）。④最高频率高抬腿跑。⑤蹲

距式听信号起跑。⑥30—60 米加速跑、行进间跑。⑦下坡跑、顺风跑、牵引跑。

⑧负重或不负重上坡跑。⑨20—30 米计时单足跑。⑩ 100—150 米反复跑。

2.原地推铅球

（1）考试要求：①应用单手从肩部将铅球推出，铅球应抵住或靠近颈部或

下颌，在推铅球的过程中，持球手不得降到此部位以下，不得将铅球置于肩轴线

后方。②为了能更好的持握铅球，可使用某种适宜物质但仅限于双手，不允许向

圈内或鞋底喷洒任何物质。③不允许使用手套，不允许用带子将两个或更多手指



捆在一起，可在手腕处缠绕绷带。④应从投掷圈内将铅球推出，必须从静止姿势

开始进行试掷，不允许左脚离开地面后接着试掷，允许左脚不离开地面的转动。

⑤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圈外地面或触及铁圈和抵趾板上面，均判为一次失败，允

许触及铁圈和抵趾板的内侧。⑥铅球必须完全落在落地区角度线内沿以内，试掷

方为有效。⑦在器械落地后方可离开投掷圈，离开投掷圈时首先触及的铁圈上沿

或圈外地面必须完全在圈外白线的后面。每人试投三次，以最优成绩为决定成绩。

（2）技术要求：原地推铅球基本技术可分为握球和持球、预备姿势、最后

用力推球、维持身体平衡四个环节。

在握球和持球技术环节中，要注意持球手的掌心方向和肘关节的高低，因为

它影响着最后用力时的出手角度和方向。

原地侧向推铅球动作预备姿势，要注意两脚的站位和角度。强调左脚以脚内

侧着地，不要随意转动，作好髋轴与肩轴的扭紧，加长最后用力前的工作距离。

在最后用力推球的技术环节中，强调自下而上的用力顺序：有力的左侧支撑，

适宜的出手高度、角度和方向。

维持身体平衡要注意球出手后，右脚迅速与左脚交换位置，两腿弯曲，降

低身体中心，缓冲向前力量以维持身体平衡，以免犯规。

（3）投掷铅球技能练习法

① 专门性练习：单手交替拨抛铅球。

要求：利用小臂带动手腕抛球，球离手瞬间用中指拨球，两眼始终看球。

效果：提高推铅球手指拨球的能力。

原地向下推铅球

要求：投掷臂要快速向下推球，中指拨球。

效果：提高推铅球手臂用力的专门技能。

原地向上推铅球

要求：两腿蹬伸用力与右手向上用力，左臂向下用力制动协同，向上推铅球

后抬头看球。

效果：提高推铅球最后用力的专门技能。

体前屈手抓球

要求：抓球的动作要迅速，上臂肩部放松。

效果：提高推铅球手指力量。

② 推铅球的部分力量、身体素质练习手段

为了能有效地提高原地侧向推铅球的成绩，有必要安排适当的力量练习和身

体素质练习。



力量练习内容：推举杠铃的等动与退让练习法；颈后推举杠铃的等动与退让

练习法；卧推杠铃；挺举杠铃；抓举杠铃；负杠铃下蹲；肩负杠铃左右转体；肩

负杠铃体侧屈；持轻杠铃或哑铃等重物作两肘屈伸。

身体与素质练习内容：俯卧撑或负重俯卧撑；仰卧起坐或负重仰卧起坐；俯

卧两头起；肋木举腿。

3.立定三级跳远

（1） 考试要求① 预备姿势：身体必须从静止状态开始起跳，起跳瞬间双

脚不可离地面和触及起跳线。② 立定三级跳远：由原地双脚起跳后单足落地，

然后由该脚起跳用另一腿（摆动腿）落地为跨步跳，再由该脚起跳，双脚落入沙

坑，落地后的判罚规则同跳远和三级跳远。③ 丈量成绩应在第三跳落入沙坑后，

以身体任何部位的最近点与起跳线垂直丈量。④ 每人试跳三次，以最优成绩为

决定成绩。

（2） 技术要求

立定三级跳远基本技术分为：预备姿势、双脚原地起跳、跨步跳、跳跃腾空

落地四个环节。

预备姿势：双脚站立约与肩同宽，双臂斜上举，脚跟提起，身体充分伸展，

双臂经体侧自然后摆，上体适当前倾、屈膝、准备蹬伸起跳。

第一、第二跳的落地均以全脚掌着地并应积极扒地迅速过度到前脚掌，切忌

以前脚掌着地似蜻蜓点水，影响有力蹬伸，重心迅速跟上，着地与地面接触时间

应短而快，保持身体向前性。

（3） 练习手段及方法

① 原地向上纵跳以单足落地，主要发展单腿的支撑的反弹力量。

② 连续做一定距离（15—20 米）和一定级数（5—10 级）单足跳，注意大

小腿折迭和每级应屈腿前摆，均以全脚掌积极扒地。

③ 连续跨步跳或多级跳，落地要求同单足跳。每跳蹬地后，自然屈膝，空

中有明显的跨步姿势。

④ 第一、第二跳相结合的连续跳。即单足跳—跨步跳—单足跳—跨步跳，

连续做 4—5组。

做大量的跳跃练习对发展弹跳，提高跑速很有益处，但跳得太多下肢负担过

重，可能导致膝关节、胫骨前肌和足弓疼痛，所以大量的多级跳，应选择松软的

草地进行，每组练习应注意放松，以防受伤。



评 分 标 准

100米

男 女

成绩（秒） 得 分 成绩（秒） 得 分

13.0 35 15.5 35

13.1 34 15.6 34

13.2 33 15.7 33

13.3 32 15.8 32

13.4 31 15.9 31

13.5 30 16.0 30

!3.6 29 16.1 29

13.7 28 16.2 28

13.8 27 16.3 27

13.9 26 16.4 26

14.0 25 *35 16.5 25 *35

14.1 24.5 34 16.6 24 34

14.2 24 33 16.7 23 33

14.3 23.5 32 16.8 22 32

14.4 23 31 16.9 21 31

14.5 22.5 30 17.0 20 30

14.6 22 29 17.1 19 29

14.7 21.5 28 17.2 18 28

14.8 21 27 #35 17.3 17 27

14.9 20.5 26 34 17.4 16 26

15.0 20 25 33 17.5 15 25 #35

15.1 19.5 24.5 32 17.6 14 24 34

15.2 19 24 31 17.7 13 23 33

15.3 18.5 23.5 30 17.8 22 32

15.4 18 23 29 17.9 21 31

15.5 17.5 22.5 28 18.0 20 30

15.6 17 22 27 18.1 19 29

15.7 16.5 21.5 26 18.2 18 28

15.8 16 21 25 18.3 17 27

15.9 15.5 20.5 24.5 18.4 16 26

16 15 20 24 18.5 15 25

16.1 14.5 19.5 23.5 18.6 14 24

16.2 14 19 23 18.7 13 23



16.3 13.5 18.5 22.5 18.8 22

16.4 13 18 22 18.9 21

16.5 17.5 21.5 19. 20

16.6 17 21 19.1 19

16.7 16.5 20.5 19.2 18

16.8 16 20 19.3 17

16.9 15.5 19.5 19.4 16

17 15 19 19.5 15

17.1 14.5 18.5 19.6 14

17.2 14 18 19.7 13

17.3 13.5 17.5

17.4 13 17

17.5 16.5

17.6 16

17.7 15.5

17.8 15

17.9 14.5

18.1 14

18.2 13.5

18.3 13

立定三级跳

男 女

成绩（米） 得 分 成绩（米） 得 分

7.50 30 5.60 30

7.40 29 5.50 29

7.30 28 5.40 28

7.20 27 5.30 27

7.10 26 5.25 26

7.00 25 *30 5.20 25

6.90 24 29 5.15 24 *30

6.80 23 28 5.10 23 29

6.70 22 27 5.05 22 28

6.60 21 26 5.00 21 27

6.50 20 25 #30 4.95 20 26

6.40 19 24 29 4.90 19 25

6.30 18 23 28 4.85 18 24 #30

6.20 17 22 27 4.80 17 23 29



6.10 16 21 26 4.75 16 22 28

6.00 15 20 25 4.70 15 21 27

5.90 14 19 24 4.65 14 20 26

5.80 13 18 23 4.60 13 19 25

5.70 17 22 4.55 18 24

5.60 16 21 4.50 17 23

5.50 15 20 4.45 16 22

5.40 14 19 4.40 15 21

5.30 13 18 4.30 14 20

5.20 17 4.20 13 19

5.10 16 4.10 18

5.00 15 4.00 17

4.90 14 3.90 16

4.80 13 3.80 15

3.70 14

3.60 13

原地推铅球

男（5kg） 女（4kg）

成绩（米） 得 分 成绩（米） 得 分

10.00 35 7.50 35

9.90 34 7.40 34

9.80 33 7.30 33

9.70 32 7.20 32

9.60 31 7.10 31

9.50 30 7.00 30 *35

9.40 29 6.90 29 34

9.30 28 6.80 28 33

9.20 27 6.70 27 32

9.10 26 6.60 26 31

9.00 25 *35 6.50 25 30 #35

8.90 24.5 34 6.40 24.5 29 34

8.80 24 33 6.30 24 28 33

8.70 23.5 32 6.20 23.5 27 32

8.60 23 31 6.10 23 26 31

8.50 22.5 30 #35 6.00 22.5 25 30

8.40 22 29 34 5.90 22 24.5 29



8.30 21.5 28 33 5.80 21.5 24 28

8.20 21 27 32 5.70 21 23.5 27

8.10 20.5 26 31 5.60 20.5 23 26

8.00 20 25 30 5.50 20 22.5 25

7.90 19.5 24.5 29 5.40 19.5 22 24.5

7.80 19 24 28 5.30 19 21.5 24

7.70 18.5 23.5 27 5.20 18.5 21 23.5

7.60 18 23 26 5.10 18 20.5 23

7.50 17.5 22.5 25 5.00 17.5 20 22.5

7.40 17 22 24.5 4.90 17 19.5 22

7.30 16.5 21.5 24 4.80 16.5 19 21.5

7.20 16 21 23.5 4.70 16 18.5 21

7.10 15.5 20.5 23 4.60 15.5 18 20.5

7.00 15 20 22.5 4.50 15 17.5 20

6.90 14.5 19.5 22 4.40 14.5 17 19.5

6.80 14 19 21.5 4.30 14 16.5 19

6.70 13.5 18.5 21 4.20 13.5 16 18.5

6.60 13 18 20.5 4.10 13 15.5 18

6.50 17.5 20 4.00 15 17.5

6.40 17 19.5 3.90 14.5 17

6.30 16.5 19 3.80 14 16.5

6.20 16 18.5 3.70 13.5 16

6.10 15.5 18 3.60 13 15.5

6.00 15 17.5 3.50 15

5.90 14.5 17 3.40 14.5

5.80 14 16.5 3.30 14

5.70 13.5 16 3.20 13.5

5.60 13 15.5 3.10 13

5.50 15

5.40 14.5

5.30 14

5.20 13.5

5.10 13

注：1、“*”号栏中的分值为：男 28—35 岁（1984 年 9 月 1 日后出生——1992 年 9 月 1日前出



生），女

24—30 岁（1989 年 9 月 1日后出生——1996 年 9 月 1日前出生）计分标准。

2、“#”号栏中的分值为：男 36 岁（1984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女 31 岁（1989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以上者计分标准。



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烹饪专业高中起点
升本、专科专业课加试指南

(考生任选红案或白案加试科目)

第一部分 红案加试科目

红案加试由刀工基础、冷盘拼摆、热菜制作三个科目组成。

一、刀工基础（20 分）

1．操作要求：以给定原料，在规定时间内加工成一定规格质量的料形。对

于成品的基本要求是：均匀一致，整齐划一。

2．考核范围：姜丝，土豆丝，萝卜丝，里脊丝，莴笋丝，百页丝，干丝，

月牙片，象眼片，猪肝片，鱼米，鸡丁，兰花方干，兰花莴笋，荔枝腰花，麦穗

腰花等。

二、冷盘拼摆（40 分）

1．单拼：在规定时间内，按一定要求将原料拼摆成形。

成品形式：馒头式，桥梁式等。 成品要求：刀工精细，拼摆整齐，形态

饱满。

成品菜例：蓑衣黄瓜，蓑衣蘑菇，白斩鸡，火腿肠，牛肉，盐水鹅，拆烧肉，

红肠，熏肠，火腿等。

2．双拼：将两种原料按一定形状在规定时间内摆放盘中成形。

成品形式：半圆形对称式，桥拱式等。

成品要求：刀工精细，排叠整齐，原料分布对称，高低一致，形态饱满。

成品菜例：黄瓜拼火腿肠，香肠拼萝卜，方干拼菠菜，白斩鸡拼莴笋等。

三、热菜制作（40 分）

热菜制作，主要考查考生运用常用烹调方法制作菜肴的技能水平，侧重于体

现基本功菜肴的制作。考点将选定以下各类中的一个菜由考生制作。

1．油爆类 成品要求：质地脆嫩，卤汁紧包，光亮油润。 成品菜例：油

爆鱿鱼，油爆乌花等。

2．滑炒类 成品要求：细嫩爽口，明油亮芡。 成品菜例：滑炒里脊，松

子鱼米，青椒肉丝，生炒蝴蝶片，滑炒鸡片，青椒里脊丝，滑炒鱼片，炒腰花，



炒猪肝片等。

3．脆熘类 成品要求：外脆里嫩，口味纯正，卤汁粘稠，宽紧适当，色泽

光亮。成品菜例：菊花青鱼，焦熘里脊，脆熘鱼片，茄汁鱼条等。

4．滑熘类 成品要求：质地鲜嫩，口味纯正，色泽光亮。 成品菜例：熘

鸡丁，滑熘里脊，象牙里脊等。

5．水汆类 成品要求：原料成形符合规定菜品的要求，质地细嫩，汤汁清

醇。 成品菜例：鱼圆汤，汆鸡片，榨菜肉丝汤，茼蒿肉圆汤，汆猪肝片等。

6．红烧类 成品要求：色泽红润，卤汁稠浓，味道纯正。 成品菜例：红

烧鳊鱼，红烧鱼块，红烧鲫鱼等。

附：考试题型示例

一、刀工基础 品名：萝卜丝 材料：萝卜 2只(300 克) 餐具：7寸圆

盘 2只

要求：萝卜丝粗细均匀(约 0．1 厘米见方)，长短一致(长约 5厘米)，无大

小头、无连刀、无碎丝。操作时间 5分钟。

二、冷盘拼摆 品名：双拼 材料：黄瓜 2 根(约重 200 克)、盐水鹅

1/2 只(去骨取肉后约重 200 克)。

餐具：8寸圆盘 2只

要求：原料拼摆对称，高低一致，排叠整齐，疏密得当，形态饱满，中心高

度约为 4厘米。操作时间 20 分钟。

三、热菜制作 品名：青椒里脊丝 材料：猪里脊丝 300 克，青椒 2只 餐

具：8寸圆盘 2只

要求：肉丝长约 5厘米，约 2—3厘米见方，均匀一致，无连刀，主辅料比

例得当；菜肴口味咸鲜适中，滋汁紧包，明油亮芡，肉丝质地细嫩，青椒丝碧绿

爽脆。切配时间 8分钟。上浆与炉灶烹制时间另计。

第二部分 白案加试科目

白案加试由和面揉面、摘剂制皮、面点制作三个科目组成。

一、和面揉面（20 分）

1．操作要求：给定原料，在规定时间内加工成面团。揉面时达“三光”(手



光、面光、案板光或容器光)要求。

2．考核范围：水调面团，发酵面团，油酥面团。

3．成品要求：软硬适度，不夹生，不伤水，符合各类面团的性能要求。

二、摘剂制皮（40 分）

1．操作要求：自调面团，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出一定数量的面剂和皮坯。

2．考核范围：各种面剂，饺皮，烧卖皮，馄饨皮等。

3．成品要求：各种面剂个重符合规定要求；饺皮形圆，大小一致，中间略

厚，四周稍薄；烧卖皮形圆，大小一致，皱褶均匀；馄饨皮大小一致，皮薄如纸。

三、面点制作（40 分）

面点制作，主要用常见的成形技法制作面点品种。

1．月牙蒸饺 成品要求：色泽光白，呈月牙形，大小一致，皱褶均匀，闭

合紧密，不破皮不露馅，不倒边，不翘角。成品举例：鲜肉蒸饺，韭菜蒸饺，笋

肉蒸饺等。

2．烧卖 成品要求：花边整齐均匀，大小一致，造型美观。

成品举例：糯米烧卖，生肉烧卖等。

3．锅贴 成品要求：底部焦黄香脆，内部柔软，馅心鲜香，口味纯正。

成品举例：生肉锅贴，三鲜锅贴等。

4．包子 成品要求：质感暄软，色泽洁白，大小一致，褶匀美观。

成品举例：菜包，菜肉包，生肉包，豆沙包等。

5．花卷 成品要求：色泽洁白，层次分明，质感暄软。

成品举例：菊花卷，蝴蝶卷，葱油卷等。

附：考试题型示例

一、揉面和面 品名：水调面团 材料：面粉 600 克。 餐具：8 寸圆

盘 1只。

要求：软硬适度，不夹生，不伤水，达到“三光”(面光、手光、案板光)

要求。面团重量 700—725 克，操作时间 4分钟。

二、摘剂制皮 品名：蒸饺面剂和面皮。 材料：面粉 500 克 餐具：8

寸圆盘 1只

要求：自己调制面团。面剂大小一致，个重为 25 克；饺皮形圆，直径约 9



厘米，大小一致，中间厚四周薄。摘 10 个面剂，擀 10 张饺皮，操作时间 8分钟。

三、面点制作 品名：菜包 材料：面粉 300 克、酵母、泡打粉适量，菜馅

300 克。

餐具：8寸圆盘 1只

要求：质感暄软，色泽洁白，大小一致，褶匀美观(褶子不少于 18 个)，馅

心居中。包子 8只，每只包子皮馅各重 35 克，总重约 70 克。操作时间 30 分钟。

饧面时间不计。



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考网上评卷考生作答须知

1.各科目的客观题和非客观题都必须在专用的答题卡上作答，在试卷或草稿

纸上作答的答卷无效。

2.考生领到答题卡后，要认真检查所发 A、B 卡类别是否有误，并仔细查看

答题卡正反面，如出现字迹模糊、行列歪斜或缺印以及 A、B卡错发等现象要立

即向监考员报告。如无上述问题，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

3.答题卡上的条形码由监考员负责粘贴在答题卡上指定的贴条码区域。考生

要认真核对条形码上打印的姓名、准考证号是否与本人相符，如有错误应立即向

监考员报告。

4.作答客观题时，必须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对应的选项，不能多涂或

漏涂，否则答题无效。修改答案时，应使用绘图橡皮轻擦干净并不留痕迹，注意

不要擦破答题卡。

5.作答非客观题时，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在各题规定的答题区

域内答题，切不可答题错位、答题题号顺序填倒、超出本题答题区域或超出答

题卡黑色边框线作答，否则答案无效。如修改答案，应用笔将废弃内容划去，然

后在划去内容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或使用橡皮、小刀擦、刮掉废弃内容后，

再书写新的内容。

6.作图时，须用 2B 铅笔绘、写清楚，线条及符号等须“加黑”、“加粗”。

7.保持卡面清洁，不要将答题卡折叠、弄破，严禁在答题卡的条形码和图象

定位点（黑方块）周围做任何涂写和标记，亦不得在答题卡上任意涂画或作标记。

8.上述条款适用于 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各科目。





2020 年全国成人高考江苏省考生
诚信考试承诺保证书

我报名参加 2020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我已认真阅读了《报名须

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九）》的有关条款，知晓和接受上述的规定，并对报名参加本次

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作如下承诺保证：

1.保证本人填写的所有报名信息都是真实、有效、准确的，保证本人不联系

非法中介、不弄虚作假。

2.保证本人出具的所有验核材料是真实的，无造假。

3.恪守诚信，拒绝舞弊，如有违反，按相关规定自愿接受处罚。

承诺保证人签名：

承诺保证人身份证号：

2020 年 9 月 日

备注：所有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必须阅读并在网上逐条确认方可继续

完成网上报名。



2020 年江苏省成人高考疫情防控考生须知

一、到报名点现场审核的考生须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 N95 口罩，

听从报名点工作人员安排，有序排队，相互保持 1米以上间距，不扎堆聚集聊天，

除身份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外，其他时间须全程佩戴口罩。

二、所有参考考生须在考前 14 天（10 月 10 日前）申领“苏康码”，并在

考前 14 天起（10 月 10 日开始），每日自行测量体温，如实填写《江苏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考试考生健康状况申报及承诺书》（考生网上报名时自行下载打

印）。考前 14 天，身体出现异常或监测发现身体异常，应立即检查治疗。

三、考前 14 天，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境)。提前了解考

试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提前熟悉考点，每场考试要预留足够的时间，提前到达

考点，接受相关检查。考生每场考试进入考点时须主动出示“苏康码”、《健康

承诺书》，并接受体温测量。“苏康码”为绿码且现场测量体温低于 37.3℃，

《健康承诺书》无异常情况，无相关症状（干咳、乏力、咽痛、腹泻等）的考生

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 N95 口罩后方可进入考点。考试期间须全程佩戴

口罩。

四、体温异常（≥37.3℃）、考前 14 天身体出现异常或监测发现身体异常，

须出具考前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等；有中高风险

区域（含风险调整为低风险且未满 14 天地区）和国（境）外旅居史的考生，须

出具考前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等；既往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患者、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须出具考前 7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报告、考前 7天内肺部影像学检查无异常的报告等。进入考点时须将材料

交考点工作人员，并由考点疫情防控人员进行综合研判评估后酌情处理。

五、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请考生关注江苏

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

试”，及时了解相关政策信息。



江苏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考试考生健康状况申报及承诺书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本人手机号码

居住

地址

省 市 （区/县）

凡 10 月 10 日后，有江苏省外旅居史的参考考生请填写以下信息：

来苏时间： 月 日；来苏参考乘坐的交通工具（飞机、高铁、轮船、自

驾等）： ； 班次号： ；

健

康

状

况

是否是既往感染者（确认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本人从考试当天前14天内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本人从考试当天前14天内是否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或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本人从考试当天前 14 天内是否有干咳、乏力、咽痛、

腹泻等相关症状。
是□ 否□

体

温

自

我

监

测

登

记

序号 日期 体温 序号 日期 体温

考前第14天 10月 10 日 考前第 7天 10 月 17 日

考前第13天 10月 11 日 考前第 6天 10 月 18 日

考前第12天 10月 12 日 考前第 5天 10 月 19 日

考前第11天 10月 13 日 考前第 4天 10 月 20 日

考前第10天 10月 14 日 考前第 3天 10 月 21 日

考前第 9天 10月 15 日 考前第 2天 10 月 22 日

考前第 8天 10月 16 日 考前第 1天 10 月 23 日

考

生

承

诺

郑重承诺：

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完整、

有效。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接受相应惩

处。

考试期间，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及疫情防控工作

安排。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咳嗽、发热等身体不适情况，我愿自行放弃考试或

遵守考试工作人员安排到指定区域考试。

考生签名：

考试时间：2020 年 月 日

说明：1、考生每天每场考试进入考点时出示，进入考场后交给监考员留存备查。

2、凡健康状况勾选有“是”的考生在进入考点时须将此表上交考点工作人员，并提供

相关医学证明材料及报告，由考点疫情防控人员进行综合研判评估是否能参加考试。



2020 年江苏省专科毕业生参加专升本成人高考
诚信承诺书

我要求报名参加 2020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专升本”统一考试，我已认真

阅读了《专升本考生特别提醒》，知晓本人专科毕业证书未能在“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上注册，不符合“专升本”报考条件，但坚决要求报名参考。在此

本人自愿对报名参加本次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作如下郑重承诺：

本人专科毕业证书未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注册，坚持要求报

名参加“专升本”成人高考,并愿意承担被取消入学资格或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

册等后果。

考生本人亲笔抄写以上（标下划线的）承诺内容：

承诺保证人签名：

承诺保证人身份证号：

2020 年 9 月 日

备注：1.报名点现场审核时，不符合专升本报考条件的考生如坚持报考，必须下

载打印此承诺书且本人在承诺书的指定位置亲笔抄写规定的承诺内容。

2.报名点须将签订的承诺书拍照入库。



2020 年江苏省医学类专业考生参加成人高考
诚信承诺书

我要求报名参加 2020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医学类专业的统一考试，我已认

真阅读了《医学类专业考生特别提醒》，知晓本人不符合卫生部和教育部的相关

规定,不具备报考成人高校医学类专业的条件,但坚决要求报名参考并自愿对报

名参加本次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作如下郑重承诺：

本人不具备报考成人高校医学类专业的条件,坚持要求报考,由此造成的一

切后果由自己承担。

考生本人亲笔抄写以上(标下划线的)承诺内容：

承诺保证人签名：

承诺保证人身份证号：

2020 年 9 月 日

备注：1.报名点现场审核时，不符合医学类专业报考条件的考生如坚持报考，必

须下载打印此承诺书，且在承诺书的指定位置亲笔抄写规定的承诺内容。

2.报名点须将签订的承诺书拍照入库。



2020 年江苏省各类成人高校应届专科毕业生

报考专升本证明
说明：

1.所有栏目内容必须填满且要真实、可靠。

2.根据学籍管理文件规定，出具本证明的应届专科毕业生，必须保证 2021

年 2 月能够取得专科毕业证书。对因各种原因不能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考生，毕

业学校不得出具证明。

3.毕业院校审核盖章单位：普通高校由成教院盖章，其他成人高校由教务处

盖章。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当年参加成人

高考的准考证号

考试

成绩

联系

方式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学习形式

及学制

脱产 （ ）年

业余 （ ）年

函授 （ ）年

毕业院校审核

意见 审 核 人：

联系方式：

盖 章：

市招考机构审核

意见 审 核 人：

联系方式：

盖 章：



4.当年参加成人高考的准考证号及考试成绩系指当年报考高起专的准考证

号及统考成绩。

5.本证明由县（市、区）招考机构在报名点现场审核时拍照入库。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针对考生部分)
（教育部令第 33 号）

（摘要）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

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

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或答题卡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

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题卡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

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受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

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

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

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

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

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当次考试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受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

生参加考试的。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

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

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

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

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

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弊行为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 36 号）

（摘要）

第六条 高校违反国家招生管理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减少招生计划、

暂停招生的处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发布未经备案的招生简章，或者进行虚假宣传、误导考生的;

(二)未按照信息公开的规定公开招生信息的;

(三)超出核定办学规模招生或者擅自调整招生计划的;

(四)违反规定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或者拒绝录取符合条件的考生的;

(五)在特殊类型招生中出台违反国家规定的报考条件，或者弄虚作假、徇私

舞弊，录取不具备条件的考生的;

(六)违规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有偿招生录取，或者以承诺录取为名向考生收取

费用的;

(七)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招生管理制度的行为。

第十条 招生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在单位应当立即责令暂停其

负责的招生工作，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或者其他处理；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违规更改考生报名、志愿、资格、分数、录取等信息的;

(二)对已录取考生违规变更录取学校或者专业的;

(三)在特殊类型招生中利用职务便利请托考核评价的教师，照顾特定考生

的;

(四)泄露尚未公布的考生成绩、考生志愿、录取分数线等可能影响录取公正

信息的，或者对外泄露、倒卖考生个人信息的;

(五)为考生获得相关招生资格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六)违反回避制度，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七)索取或收受考生及家长财物，接受宴请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职活动安排



的;

(八)参与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非法招生活动的;

(九)其他影响高校招生公平、公正的行为。

第十二条 实行高校招生工作问责制。高校校长、招生考试机构主要负责人、

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校、本部门、本地区的

招生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在招生工作中，因违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的，除追究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外，还应当根据领导干部问责的相关规定，对有关

责任人实行问责。

第十三条 对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违规人员的处理，由有权查处的部门按照管

理权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依法予以监察处理、作出决定

决定或者给予其他处理。

第十四条 高校招生工作以外的其他人员违规插手、干预招生工作，影响公

平公正、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相关案件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

查处。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特殊类型招生，是指自主选拔录取、艺术类专业、体

育类专业、保送生等类型的高校招生。

第十九条 研究生招生、成人高校招生有关违规行为的处理，参照本办法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有关考试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摘要）

二十五、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

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五十二、本修正案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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