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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师范学院 2021 年“专转本”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淮阴师范学院坐落于风景旖旎、人文荟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周恩来总理故乡江苏省淮安市，

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江苏省属高等学府。 

在 60余年高等教育办学历程中，淮阴师范学院及其前身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为地方

基础教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秉承“坚守朴实、追求

崇高”的淮师精神和“崇德、励志、博学、笃行”的校训，始终坚持用周恩来精神办学育人，在教学、

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各项办学指标和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学

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省教

育人才工作先进高校”“省高校教学工作先进单位”“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省创业示范

基地”等国家、省级奖励近 30项。 

学校目前拥有长江路、交通路两个校区，占地 2000余亩，校舍面积 55.8万平方米。设有 17个

二级学院，专业设置涵盖理学、工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9

个学科门类，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万余人，其中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近 100人。 

学校 2002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合格评估，2007年获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优秀等级，2014年作为省内三所试点评估高校之一，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有 5个师

范专业通过教育部二级认证，其中小学教育专业作为全国首个师范专业认证试点，迈出了我国师范专

业质量保障的第一步。学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 1项，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31项；建有国家级特色专

业建设点 2个，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2个，省一流本科专业

10个，省级特色专业 5个，省高等学校重点专业（类）9 个；获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视频

公开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 3 门，省级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 35门；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 39个，省级以上教育教改项目 52项，省高等学校软件服务外包类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项目 7个；

建有省级精品教材、省重点立项教材 50部，省优秀多媒体课件 22个。建校以来，学校为国家培养输

送各类毕业生 20余万人，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基础教育领域脱颖而出，学校被誉为“苏北教师的摇篮”；

近年来，学生在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和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等大赛中多次获奖。

毕业生就业状况良好，就业率持续保持稳定，就业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 

学校师资队伍结构合理，优秀人才辈出，古籍整理专家周本淳、宋代文学研究专家于北山、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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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专家萧兵、党史研究专家程中原、鲁迅研究专家闵抗生等都曾在这里工作生活。现有专任教师近

1300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近 200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500余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的

比例超过 85%。教师中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全国优秀教师 4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3人，省教学名师 3人，入选省“333工程”“青蓝工程”等 65人，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省高

校哲社优秀创新团队等 16个；获省自科优青 3人，省社科英才和社科优青 4人；100 余名教师被聘

为兄弟高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 

学校建有省区域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同创新中心、省环洪泽湖生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等

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 19个；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

文学、物理学、化学、生态学、数学、教育学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7个；建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1个，院士工作站 1个。近五年主持国家级项目 130余项，省部级项目 200余项；获省部级科研奖

励 30余项。《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芬兰于韦斯屈莱应用科学大学、乌克兰国立科

技大学、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英国、美国、法

国、芬兰、意大利等 15个国家（地区）的 60所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北阿拉

巴马大学、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别建立了本科双学位、硕士、博士联合培

养项目，与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联合开展小学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建立小学教育专业海

外实习基地；与芬兰于韦斯屈莱应用科学大学、乌克兰国立科技大学、日本山梨英和大学等多所高校

建立了大学生双向交流项目近 30个。近年来，我校累计派出学生出国境学习 950余人，累计接收海

外长短期留学生交流学习 600 余人次。 

学校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智力支持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开

展全方位合作，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有教师教育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文化创业产

业研究中心等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淮安分院、淮河生态经济带研究院、淮安

乡村振兴学院、淮安电子商务学院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近五年承担省、市“产学研”、

科技支撑计划和重点研发项目近 200项，横向与“四技”服务课题 1600余项。中央电视台、新华社、

《人民日报》、人民网、《光明日报》等十几家国家级、省级媒体集中报道了我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所

取得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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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计划及专科阶段所学专业要求 

序

号 

报考

类别 

计 划 批

次 

专 业 名

称 (专业

方向) 

计划数 

学 费

( 元 /

年) 

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等要求 

1 
文科

类 
普通批次 

人力资

源管理 
43 5200 

[6101] 电子信息类 

[6102] 计算机类 

[6103] 通信类 

[6206] 公共卫生与卫

生管理类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6308] 电子商务类 

[6309] 物流类 

[6401] 旅游类 

[6402] 餐饮类 

[6403] 会展类 

[6504] 文化服务类 

[6601] 新闻出版类 

[6702] 语言类 

[6703] 文秘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2 
文科

类 
普通批次 

旅游管

理 
47 5200 

[600405] 空中乘务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401] 旅游类 

[6402] 餐饮类 

[6403] 会展类 

[6504] 文化服务类 

[6702] 语言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3 
英语

类 
普通批次 英语 25 5200 

[640102] 导游 [6701] 教育类 

[6702] 语言类 

4 
理工

科类 
普通批次 

电气工

程及其

自动化 

40 5800 

[5301] 电力技术类 

[5302] 热能与发电工

程类 

[5303] 新能源发电工

程类 

[5404] 建筑设备类 

[5601] 机械设计制造

类 

[5602] 机电设备类 

[5603] 自动化类 

[560503] 船舶电气工

程技术 

[560608] 航空电子电

气技术 

[5607] 汽车制造类 

[600103] 铁道供电

技术 

[6003] 水上运输类 

[600303] 船舶电子

电气技术 

[600306] 港口电气

技术 

[600604] 城市轨道

交通供配电技术 

[6101] 电子信息类 

[6102] 计算机类 

[6103] 通信类 

5 
艺术

类 
普通批次 

视觉传

达设计 
30 6800 

[5401] 建筑设计类 

[560118] 工业设计 

[610207] 动漫制作技

术 

[610210] 数字媒体

应用技术 

[6501] 艺术设计类 

[670113] 美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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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科

类 
普通批次 

酒店管

理 
43 5200 

[590101] 食品加工技

术 

[590103] 食品质量与

安全 

[590301] 药品经营与

管理 

[600302] 国际邮轮乘

务管理 

[600405] 空中乘务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401] 旅游类 

[6402] 餐饮类 

[6403] 会展类 

[6504] 文化服务类 

[6702] 语言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7 
理工

科类 
普通批次 

地理信

息科学 
40 5500 

[510212] 林业调查与

信息处理 

[510213] 林业信息技

术与管理 

[5201] 资源勘查类 

[5202] 地质类 

[5203] 测绘地理信

息类 

[5501] 水文水资源

类 

[6102] 计算机类 

8 
文科

类 
普通批次 

经济与

金融 
25 5200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9 
文科

类 
普通批次 

市场营

销 
22 5200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6308] 电子商务类 

[6309] 物流类 

[6401] 旅游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10 
理工

科类 
普通批次 

经济与

金融 
25 5200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11 
理工

科类 
普通批次 

市场营

销 
20 5200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6308] 电子商务类 

[6309] 物流类 

[6401] 旅游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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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工

科类 

退役士兵

批次 

电气工

程及其

自动化 

5 5800 

[5301] 电力技术类 

[5302] 热能与发电工

程类 

[5303] 新能源发电工

程类 

[5404] 建筑设备类 

[5601] 机械设计制造

类 

[5602] 机电设备类 

[5603] 自动化类 

[560503] 船舶电气工

程技术 

[560608] 航空电子电

气技术 

[5607] 汽车制造类 

[600103] 铁道供电

技术 

[6003] 水上运输类 

[600303] 船舶电子

电气技术 

[600306] 港口电气

技术 

[600604] 城市轨道

交通供配电技术 

[6101] 电子信息类 

[6102] 计算机类 

[6103] 通信类 

13 
文科

类 

退役士兵

批次 

酒店管

理 
10 5200 

[590101] 食品加工技

术 

[590103] 食品质量与

安全 

[590301] 药品经营与

管理 

[600302] 国际邮轮乘

务管理 

[600405] 空中乘务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401] 旅游类 

[6402] 餐饮类 

[6403] 会展类 

[6504] 文化服务类 

[6702] 语言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14 
文科

类 

退役士兵

批次 

旅游管

理 
5 5200 

[600405] 空中乘务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401] 旅游类 

[6402] 餐饮类 

[6403] 会展类 

[6504] 文化服务类 

[6702] 语言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15 
文科

类 

退役士兵

批次 

人力资

源管理 
10 5200 

[6101] 电子信息类 

[6102] 计算机类 

[6103] 通信类 

[6206] 公共卫生与卫

生管理类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6308] 电子商务类 

[6309] 物流类 

[6401] 旅游类 

[6402] 餐饮类 

[6403] 会展类 

[6504] 文化服务类 

[6601] 新闻出版类 

[6702] 语言类 

[6703] 文秘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16 
文科

类 

退役士兵

批次 

市场营

销 
5 5200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8] 电子商务类 

[6309] 物流类 

[6401] 旅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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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17 
理工

科类 

退役士兵

批次 

市场营

销 
5 5200 

[6301] 财政税务类 

[6302] 金融类 

[6303] 财务会计类 

[6304] 统计类 

[6305] 经济贸易类 

[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 

[6308] 电子商务类 

[6309] 物流类 

[6401] 旅游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注：具体计划最终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为准 

三、报名、考试、录取 

（一）报考条件  

选拔对象为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经省招生部门按规定程序正式录取的，在本省各类普通

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我省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业后，

经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核后可参加“专转本”选拔考试。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

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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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志愿设置  

2021年“专转本”录取工作按照考生报考类别设 置平行院校志愿。考生可根据自己在专科阶段

所学专业情况，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所划分的十二个学科门类，

在本学科门类中选择相同或相近专业。 

（三）考试 

学生均应按规定参加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我校按照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政策

规定，根据考生考试的专业志愿，分类别择优录取。考试时间为 2021年 3月 20日。 

（四）录取 

我校根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要求，对进档考生进行审核，按考生投档分从高分到低分顺序进行录

取。已录考生经省教育考试院批准后由我校招生部门将《录取通知书》寄发到推荐报考学校。 

四、转入与培养 

1.“专转本”学生统一转入本科三年级学习。 

2. 省教育厅对录取结果进行审核和注册，并办理相关学籍变更手续。 

3.“专转本”学生学费与我校同专业学生实行相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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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转本”学生单独组建班级，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五、学籍管理、证书与就业 

1．被我校录取的“专转本”学生，由学生所在推荐院校负责办理转出手续，并提供转入学生的

档案等相关材料；我校负责办理接收手续。“专转本”新生凭专科毕业证书和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到我

校办理入学手续，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专转本”学生，我校不办理入学手续。 

2. 学生入学后不得转专业和转学；未按规定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学籍。 

3．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学生入学后需

进行体检，体检结果异常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4．“专转本”学生享受本科生同等待遇（国家和江苏省有明确政策规定的除外）。学业期满且

成绩合格，以淮阴师范学院具印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内容按照国家规定填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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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办学地点 

学校办学地址为江苏省淮安市长江西路 111 号（长江路校区）、江苏省淮安市交通路 71 号（交

通路校区）。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美术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交通路

校区，其余二级学院均在长江路校区。（具体校区划分参照《“专转本”新生报到须知》） 

七、联系方式 

招办电话：0517—83526789、83526555 

监督电话：淮阴师范学院纪委机关 0517-83525772 

学校地址：江苏省淮安市长江西路 111号  邮编：223300 

学校网址：http://www.hytc.edu.cn 

八、其他 

本简章由淮阴师范学院招生与就业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