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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学院 2019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章程

学校全称：合肥学院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安徽省教育厅

学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99 号、158 号

学校网址：www.hfuu.edu.cn

一、办学情况

合肥学院是一所在“改革中诞生，开放中成长，创新中发展”的地方本科院

校，其前身是创办于 1980 年的合肥联合大学。创始校长杨承宗是伊莱娜�约里奥

-居里夫人的博士生，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建校伊始，就提出“适当收费、不

包分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后勤社会化”的办学模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学校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

革的“小岗村”。2002 年 3 月，经教育部批准，原合肥联合大学和合肥教育学院、

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

合肥学院成立之初,就率先提出“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

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办学经验，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进行系统改革

和实践，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区域发展培养了大批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2009 年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 年获得国家教学成果

一等奖，填补了安徽省属高校该项空白，校党委书记蔡敬民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

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5 年获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2016 年联

合德国大陆集团、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设计“双元制”高等教育专业，探索产教融

合新模式。2018 年再次斩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2018 年获

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5 年 10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视察学校。

李克强指出：“合肥学院 30 年来的发展壮大是中德务实合作的成功典范”，用“三

十而立、卓有成效、根深叶茂”概括了中德合作共建合肥学院三十年的成果，寄

予再创“中德合作未来更辉煌的 30 年”的期望。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赞合肥学院

是“中德近 30 年合作的光辉典范”。两国总理共同决定在合肥学院设立中德教育

合作示范基地及基金。教育部、安徽省共同制定《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和合作

基金建设方案》报国务院，确定“一个示范校、六个平台”建设目标。安徽省、

合肥市将“支持合肥学院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列入省市“十三五”发展

规划、安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省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目前建设顺利

推进。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约 16100 多人，现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http://www.hfu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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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副高以上职称 424 人（其中正高 130 人），博士学位 260 人。常年在校外

籍教师 20 多人，4人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11 人获得“黄山友谊奖”。

学校占地面积 1391 亩，建筑面积 54.71 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3.19

亿元。有 14 个教学系和 4个教学单位。57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特色专业 5个、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4个、国家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

教育部批准的对外合作办学专业 3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个。

目前，学校是“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首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

养项目”—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63 所试点学校之一，首批承担“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61 所学校之一，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专

门委员会副主席单位，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主席单位，安徽省应用型

本科高校联盟常任主席单位，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中国政府

奖学金留学生委托培养学校，全国第三批创新创业 50 强高校，全国 100 所“十

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单位之一，国家新工科教育与研究成员单位，中德经济

顾问委员会成员单位，全球中小企业联盟战略合作伙伴。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经安徽省教育厅批准，2019 年计划招收普通专升本 100 人，具体招生计划

如下：

招生
专业

招生
计划

学
制 招生专业范围 考试科目 备注

学前
教育 48 2 年 学前教育、早期教育专业

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
学；
专业技能
（钢琴自弹自唱、儿童
画创作任选一项）

师范

学前
教育 2 2 年

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
件：1、符合安徽省专升本
报名资格；2、符合教学厅
〔2015〕3 号文件中退役
士兵报考条件；3、高职所
学专业为学前教育、早期
教育

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
学；
专业技能
（钢琴自弹自唱、儿童
画创作任选一项）

师范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48 2 年 电子信息大类 高等数学；C语言程序设
计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2 2 年

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
件：1、符合安徽省专升本
报名资格；2、符合教学厅
〔2015〕3 号文件中退役
士兵报考条件；3、高职所
学专业为电子信息大类

高等数学；C语言程序设
计 

三、报名

1、报名条件：

2019 年安徽省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包括在皖部属高等学校、省属普通高校



3

以及经过批准举办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成人高等院校）的应届全日制普通高职

（专科）层次毕业生；或符合安徽省专升本报名资格且符合教学厅〔2015〕3 号

文件中报考条件的退役士兵。

2、信息采集及报名办法：

考生须在毕业学校进行基本信息采集，基本信息采集时段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4月 19 日，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印发安徽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

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办法的通知》为准。

报考我校的考生本人须携带以下材料到我校进行现场资格审查、报名、确认

工作，审核通过的考生方可缴费、领取准考证。

①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②由毕业院校通过报名系统打印的考生报名信息表（考生本人手写注明报

考学校和专业）

③合肥学院 2019 年“专升本”考试报名确认表（附表 1）

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考生还需确认专业技能项目。

考生资格审查、报名及缴费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3 日 8：30－16：30。考生

本人凭身份证及报名确认表领取准考证时间为 5月 10 日 8：30－16：30。

考生资格审查、报名、确认、缴费、领取准考证地点：合肥学院行政楼一楼

大学生事务中心（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99 号）。

报名考试费按安徽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等

收费标准的函》（皖价费〔2009〕60 号）文件核准的 120 元/生标准执收。银联

卡刷卡缴费，不收现金。

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士兵考生于 4月 19 日持身份证、毕业证、退役士兵证

原件、报名信息表、报名确认表、毕业学校出具盖章的在校学籍表和所学全部课

程的成绩单等其他相关材料及所有材料的复印件到合肥学院招生办公室（行政楼

302 室）报名审核，审核通过的考生录取政策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和 《安徽省 2019 年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办法》（皖招考函〔2019〕51 号）执行。

四、考试安排

1、考试科目

学前教育专业考试科目：

1）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150 分）（笔试）；

2）专业技能（100 分）（钢琴自弹自唱（面试）、儿童画创作（笔试）任选

一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考试科目：

1）高等数学（150 分）；

2）C语言程序设计（150 分）。

各科考试大纲详见《合肥学院 2019 年“专升本”专业考试大纲》（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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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时间
报考专业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学前教育

5月 11 日上午
9:00-11:00

学前教育学和学
前心理学

李生兰著：《学前教育学》（第三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国家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学前心理学》（第二版）：刘新学
唐雪梅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3:00 开始

专业技能
（钢琴自弹自唱
考试时间为不超
过 3分钟/每生）

 考生自选曲目；不得携带乐谱。

5 月 11 日下午
14:00-15:30

专业技能
（儿童画创作项
目 考 试 时 间 为
1.5 个小时）

 命题儿童画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5 月 11 日上午
9:00-11:00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上、下册（第五版） 同
济大学数学教研室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或 《高等数学》上、下册 侯云畅主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月 11 日下午
14:00-16:00

C 语言程序设计
苏小红著：《C语言程序设计》，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 年版

3、考试地点

考试地点设在合肥学院（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158 号）。

具体考场详见准考证。

五、招生录取

1、录取原则

1）所有专业按照《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专升本工作的通知》

（皖教秘发〔2018〕48 号）、《安徽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

办法》（皖招考函〔2019〕51 号）和《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职业院校升

学考试改革试点方案（试行）的通知》（皖教办〔2014〕2 号）的文件精神，德

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公平竞争，公正选拔。

2）所有专业体检标准将严格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2、录取细则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高等数学》单科成绩必须达到 90 分（含

90 分）和《C语言》单科成绩必须达到 90 分（含 90 分）基础上，根据考生考试

科目的成绩总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考生考试科目的成绩总和相同时，按

考生《高等数学》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

2）学前教育专业：在《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单科成绩必须达到 90

分（含 90 分）和《专业技能》单科成绩必须达到 60 分（含 60 分）的基础上，

根据考生考试科目的成绩总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考生的考试科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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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相同时，按考生《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

在学校招委会领导下，由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相关

系、部门，按照录取原则、细则和规定程序，按时完成录取工作。

拟录取名单在我校招生信息网（http://www.hfuu.edu.cn/zs/）上公示一周，

无异议后向省教育考试院报送并办理相关录取手续。

对于放弃拟录取资格的，我校可在其余参加考试的合格考生中根据录取原则

依序递补录取。递补录取名单将公示后随其他考生一同上报省考试院。

拟录取考生名单报送截止日期为 5月 31 日。

3、报到注册。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高职（专科）毕业证书在我校规定的时

间内报到入学。无故不按期报到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报到时不能提供高职（专

科）毕业证书，且比对学籍系统未按时毕业的考生，不得办理入学手续，其入

学资格无效。

4、资格复查。新生入学后，我校根据招生政策、录取标准及《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认真复查，对不符合条件或有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行

为的，取消考生入学资格，退回原毕业学校，同时要调查清楚责任，依法予以处

理。

六、有关鼓励政策

2019 年，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不再实行鼓励政策。

参照执行《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专升本工作的通知》（皖教秘

发〔2018〕48 号）和《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职业院校升学考试改革试

点方案（试行）的通知》（皖教办〔2014〕2 号）文件规定，获得安徽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奖项一等奖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奖项三等奖及以上的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报考我校

相应专业，须于 4月 23 日携带以下材料到我校现场报名取得报名资格。

1、我校招生信息网下载填写《合肥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招生考试免试申请表》

（附件 3）

2、获奖证书原件和经毕业学校审核盖章的复印件（无获奖证书原件，不得

报考）

3、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4、由毕业学校出具红章的学籍成绩单（毕业学校成绩系统打印格式）

5、由毕业院校通过报名系统打印的含有考生号的考生报名信息表

经学校复审通过后取得面试资格（取得面试资格名单将在学校招生信息网进

行公示，请考生注意查看，学校不再另行通知），于 4月 26 日参加我校组织的面

试，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拟录取名额不超过该专业总计划的 10%，

未获得拟录取资格者仍可参加我校 5月 11 日的考试。具体面试方案将在学校招

生信息网另行公布，请考生及时关注。考生提交的材料必须准确真实，如弄虚作

假，按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

七、证书颁发

http://www.hfuu.edu.cn/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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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专升本”学生按教学计划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由学校颁发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按照《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

的通知》（教学〔2002〕15 号）精神，“专升本”学生毕业证书的内容须填写“在

本校××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实际时间填

写。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八、学费标准

普通“专升本”学生的学费标准与普通本科相应专业学费标准相同。按照安

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教育厅核准的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如有变更，

以安徽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最新收费标准执行。

九、其他须知

（一）考生本人应坚持诚信的原则，报名所填报材料必须真实。对在招生考

试中违规违纪者，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等有

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根据安徽省教育厅皖教秘高〔2014〕06 号文件精神，学校及教职工

不举办、不参与任何形式的专升本辅导班。不为社会中介或培训机构开办辅导活

动提供场所。社会上所有形式的专升本辅导班均与我校无关。

（三）相关招生考试、录取信息将通过合肥学院招生信息网发布，广大考生

要及时关注，学校不再具体通知考生本人，如考生因信息未知而造成损失的由考

生本人负责。

十、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1-62158118（招生办）

联系传真：0551-62159118

联系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99 号

联系信箱：zsb@hfuu.edu.cn

本章程以《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职业院校升学考试改革试点方案

（试行）的通知》（皖教办〔2014〕2 号）、《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

专升本工作的通知》（皖教秘发〔2018〕48 号）和《安徽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

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办法》（皖招考函〔2019〕51 号）为准。

本章程由合肥学院招生办负责解释。

mailto:zsb@hfu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