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德镇学院 2023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免试

招生简章

根据《关于做好江西省 2023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报名工

作的通知》和《江西省 2023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免试招生工作

主要流程》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简章。

一、招生专业及计划

序号 学院 招生专业 计划数

1 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2 信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技术 30

3 生环学院 生物工程 22

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30

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10

6
人文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 12

7 汉语言文学 20

8 音舞学院 音乐学 10

9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30

10 数字媒体艺术 30

11 美术学 3

12

经管学院

酒店管理 19

13 财务管理 8

14 电子商务 25

15 物流管理 26



二、招生对象

（一）在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可取得或已取得毕业证的退役大学

生士兵，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江西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学生

在校期间或毕业后应征入伍。外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学生在校

期间或毕业后，在江西应征入伍。

（二）在入伍期间和退役后工作学习期间，无记过及以上纪律处

分，或受到纪律处分但报名前已解除处分的。

三、免试申请

按照我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免试录取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及有关要

求，凡符合免试申请条件且已通过资格审核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可申请

我校 2023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免试录取。

申请参加我校综合评价考查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可在规定的时间

内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为：①电子扫描文件（jpg 格式），包括：

个人报名表（附件一，须手写签名并打印）、专科阶段的学习成绩表

（原学校教务处盖章）及优秀毕业生证明（如有）、服役期间的表现

相关证明材料、毕业证、身份证、退役证等，②电子版附件一、附件

二。所有申请材料打包压缩成一个文件，打包文件名为：姓名+所报

专业。

时间：自发布之日起至 3月 9日 17:00 止

邮箱：jcc_zjc6008@163.com

四、综合评价

（一)退役大学生士兵在报名结束后，按照我校招生简章公布的



免试录取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及有关要求，于 3 月 9 日 17 点前向我

校申请参加我校组织的校内考查。申请的本科专业应符合《江西省

2023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对应专业指导目录》要求。

(二）学校将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对申请本校免试录取的退

役大学生士兵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查，结合在校

期间成绩、服役期间表现等情况，作出综合评价成绩，向省教育考试

院上报综合评价合格名单。

综合评价成绩组成：由专科阶段的学习及表现、服役期间的表现、

校内考查三部分组成，专科阶段的学习及表现 100 分制、服役期间的

表现 100 分制、校内考查 100 分制，总分 300 分。

1.专科阶段的学习及表现：十门专业课课程分数的平均分为专科

阶段学习得分，优秀毕业生加 5分，合计上限 100 分。

2.服役期间的表现：以 50 分为初始分；奖励加分：按照三等功

30 分、二等功 40 分、一等功 50 分计入总分，集体奖项加分按一半

计，须部队提供此奖项与个人相关证明；表彰加分：按照团级以上表

彰每次 8 分、 团级以下表彰每次 6 分计入总分，多次表彰的可累

加，但最多只能累加三次，合计上限 100 分。

3.校内考查

（1）校内考查时间：3 月 13 日至 14 日（保持通讯畅通，注意

学校通知）。

（2）考查方法：



序

号
学院 招生专业 校内考查方法

1 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普通车床零件加工实操

2 信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技

术

①运用数据库管理体系针对任意企业设计

数据库方案。②运用软件开发理论针对任

意行业设计一款应用软件。③运用任意一

种计算机高级语言编写一段不少于 15 行

的程序

3 生环学院 生物工程 面试，专业知识提问评分

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运动技能考核：立定跳远，原地推铅球(男

生 5 公斤、女生 4 公斤)。评分标准:江

西省最新高 考体育类专业统考项目评分

标准， 各项目权重 分别占 50%。

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面试，现场就本专业知识提问评分。

6

人文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

学

1.概述文物学的基本内容、研究对象、并

重点介绍 2种不同类型的文物。

2.介绍国内外 5所著名的博物馆及其代表

性藏品。

7 汉语言文学

结合任意一部你阅读过的文学作品，选择

其中一个令你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根据

具体的情节内容对其进行分析。要求条理

清晰、层次分明、论述充分，自选角度，

文体不限，字数不少于 800 字。

8 音舞学院 音乐学 声乐或器乐实践技能考试。

9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题目：默写女青年人物素描，限头像、胸

像。

要求：1.考试时间 150 分钟，四开纸大小；

2.使用工具为铅笔（不能用炭笔、炭精棒

等）；3.构图完整、造型准确，有较强的表

现和塑造能力（包括结构透视、比例、动

态、神态，空间的关系等）；4.画面上不得

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10 数字媒体艺术

11 美术学

12

经管学院

酒店管理 谈谈如何处理酒店客人的投诉。

13 财务管理

用管理学理论分析一个社会经济现象。14 电子商务

15 物流管理



五、志愿填报

考生须于 3月 17 日-21 日期间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专升本管

理系统”缴费和填报志愿，退役大学生士兵可根据本人参加招生高校

综合评价成绩情况，选报不超过 2个高校志愿（均为本人已参加综合

评价合格的高校）。

同时，退役大学生士兵除免试录取的志愿外，还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选报统一考试科类和统一录取的平行志愿。

六、录取原则

1.省教育考试院依据招生高校综合评价合格名单及退役大学生

士兵填报的志愿，按照梯度志愿顺序投档由高校录取。进档考生依据

考生参加综合评价的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如有同分的情

况，则按照校内考查分、服役期间的表现分、专科阶段的学习分的单

科成绩顺序排序。

2.如本校相关专业未录满，则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公布的缺额计划

征集志愿。未能录取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须为我校综合评价合格考生），

可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 1 个缺额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投档、录取参

照梯度志愿原则执行。

七、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 2023 年专升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

2023 年专升本招生工作，制定 2023 年专升本招生工作政策，决定有

关 2023 年专升本招生的重大事宜。

2.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 2023 年专升本招生工作的

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学校日常 2023 年专升本招生工作。未授权或委

托任何中介（培训）机构或个人开展 2023 年专升本招生活动。

3.学校纪检部门对 2023 年专升本招生工作实施监督，负责监督

招生工作各项政策和规定的落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



监督电话：0798-8382340

八、其它事项

1.对考生的资格审查贯穿专升本考试录取工作全过程。

2.个人提交的材料要保证真实性，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的行为

将直接取消个人成绩。

3.保证联系电话的正确和畅通，如因联系不上而造成的影响

由本人负责。

4.成绩通过学校官网之教务处专升本栏目发布，供考生本人

查询。

5.信息发布平台：

http://jwc.jdzu.edu.cn/news-list-zisjbpkisf.html

6.咨询电话

0798-7210098 联系人：徐老师

0798-8381108 联系人：汪老师

7.学校地址：景德镇市浮梁大道 3号

景德镇学院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附件一 ：报名表

附件二 ：个人信息、专业课及成绩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