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招生章程

一、学院名称：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二、学历层次：全日制本科，学制 2年

三、办学类型：独立学院

四、学校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路 8号

五、学院概况：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成立于 2003 年 6 月，是由安徽工业大

学申办，经教育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2014 年 12 月，由安徽

工业大学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实行新

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

学院现设有机械工程系、腾讯云大数据学院、电气信息系、建筑工程系、经济

管理系、外语艺术系 6个院系，设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金属材料工程、工业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自动

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土木工程、环

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管理、英语、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 24

个本科专业，学科涵盖工、经、管、文、艺等门类。学院不断加强产教融合，与腾

讯公司联合共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设有“腾讯卓越班”；学院重

视国际化办学，设有《1+2+1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日本大阪大学 3+1 留学深

造及访学项目。

六、外语语种要求：我院公共外语为英语，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七. 身体要求：按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八、报名时间、条件及材料

考生报名分基本信息采集、到招生院校报名（我院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核两个

阶段。

1. 信息采集：考生于 4月 16 日-19 日在毕业学校进行基本信息采集。

（一）笔试生报名

2.院校报名：报考我院的考生可于 4月 20 日-4 月 30 日在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

院招生信息网的“专升本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由我院进行资格审核。需要上传

的审核资料分别为：考生持由毕业院校报名系统打印的考生报名信息表，填写好报

考学校、专业等信息后，以图片（.jpg 格式）上传报名系统；如为退役士兵须上传



“退役士兵证”正页。

3.网上缴费：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 120 元/生，逾期不缴费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

格。

4.打印准考证：5月 9日-10 日考生自行打印准考证。

（二）免试生报名

5.免试范围

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在完成高职（专

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获教育部等委联合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或安徽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一等奖的考生。

经过我院面试通过，可直接录取。

6.免试报名程序

符合免试范围的考生，须登陆我院“专升本系统”网上报名、缴费，通过资格

审核后，下载并填写《2019 年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专升本招生考试免试申请表》，

于 5月 7日携获奖证书或原始材料原件（交复印件一份）至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同时参加学院安排的面试，面试合格者，经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录取。

7.免试考生材料审核

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考生现场报名时需携带以下材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

份；毕业证明材料一份；退伍士兵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相关获奖文件及证明材料。

获奖考生现场报名时需携带以下材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毕业证明材

料一份；相关获奖文件及证明材料。

九、录取规则：

1.“专升本”升学考试公共基础课满分 100 分，专业课满分 150 分，公共基础

最低资格 35 分，专业课最低资格 60 分，对于仅报考我院一所学校的考生，在同分

情况下优先录取。学院依据招生计划、生源情况及总体考试成绩情况，以不超过 1:2

的比例确定当年各专业的单科合格线。

2.根据德、智、体全面考核，公平、公开、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考生

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总分相同情况下优先录取专业课考试成绩高的

考生，如专业课成绩也相同则看公共基础课成绩。

3、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考生录取办法：在退役士兵计划

考生中根据德、智、体全面考核，公平、公开、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总分相同情况下优先录取专业课考试成绩高的考生，如专业课成

绩也相同则看公共基础课成绩。

4.网上确认：拟录取考生可登陆我院招生信息网“专升本系统”进行录取确认，



具体时间和确认形式另行通知。

5、录取调剂办法：对于退役士兵计划中未完成的计划，我院将根据生源情况调

剂至普通专升本计划招生。对于放弃拟录取资格的名额，我院将按考生总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进行顺延录取。如若出现生源不足，我院将该专业所剩计划调至生源充足

的专业进行录取。

十、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核定的标准执行。学费标

准如有调整，以安徽省物价部门最新文件为准。

十一、新生报到时须交验材料

1、《2019 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原件；

2、身份证原件；

3、高职专科阶段毕业证书原件。未拿到毕业证或未在规定时间毕业的学生我院

将不予办理入学手续。

十二、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

专升本学生按教学计划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者准予毕业，并发给相应专业

的本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内容按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予以规范。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条件的，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十三、奖助措施：专升本学生的奖助措施与普通本科生相同。

十四、联系方式

校 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路 8号

联系部门：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招生办

邮 编：243100

咨询热线：0555-2900983、2900997

传 真：0555-2900997

投诉部门：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院办公室

投诉电话：0555-2900995

学校网址：http://icc.ahut.edu.cn/

附件 1：2019 年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专升本工作日程安排表

附件 2：2019 年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专升本招生计划表

http://icc.ahut.edu.cn/


附件:1：2019 年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专升本工作日程安排表

序号 时间 工作安排 地点 咨询电话

1 4月 16—19日 资格审核、基本信息采集采像
原毕业院

校

2 4月20—30日 网上报名及资格复审和缴费 招生官网 0555-2900983

3 4月 20—30日 面试考试报名、退役士兵报名
图书馆

619
0555-2900983

4
5 月 7 日上午

9:00-11:30
获得免试资格学生面试

图书馆二

楼会议室
0555-2900983

5
5 月 7-5 月 13

日
公示面试录取名单 招生官网 0555-2900983

6 5 月 9-10 日 打印准考证 招生官网 0555-2900983

7 5 月 11 日
考试（公共基础课 9：00-11：00；

专业课 14：00-16：00）
教学楼

8 5 月 12-13 日 阅卷

9 5 月 14 日 公布分数及录取分数线 0555-2900983

10 5 月 15 日 若有异议，查分 0555-2900983

11 5 月 16 日 预录取 0555-2900983

12 5 月 17-22 日
公示拟录取名单，网上确认（未确认的视为放

弃入学资格）
0555-2900983

13 5 月 23 日 放弃入学资格名额顺延录取

14 5 月 24-29 日 顺延拟录取名单公示



附件 2：2019 年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专升本招生计划表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

数
学制

考试

科目
考试教材

招生专

业范围

金融学 经济学

100

（其

中含 5

名退

役士

兵计

划）

2

英语

经济

学基

础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

版）学生用书一到三册

《经济学基础》，高鸿

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3 年

财经类

商贸类

理工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00

（其

中含 5

名退

役士

兵计

划）

2

英语

经济

学基

础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

版）学生用书一到三册

《经济学基础》，高鸿

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3 年

商贸类

财经类

理工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