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外国语学院 2019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章程

学校全称：安徽外国语学院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类型：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颁发证书：普通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办学地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2 号

学校网址：http://www.aisu.edu.cn

学校简介：

安徽外国语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

校，是全国十三所独立设置的本科外国语学院之一，中部地区唯一一

所本科外国语学院。学院创始于 2002 年，2011 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

为本科高校，现已发展为一所以涉外经济类、管理类和外国语言类教

育为特色的全日制本科高校。

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合肥市紫蓬山旅游风景区，占地面积 50

万平方米，目前有全日制在校生 13000 余人，设有国际经济学院、国

际商务学院、国际旅游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艺术与

传媒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公共

基础课教学部和信息技术教学与研究部等 11 个二级教学单位。开设

有 32 个本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3 个，涵盖文学、经济学、管

理学、艺术学 4 个学科门类，开设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

牙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泰语等 9个外语语种，是目前安徽

省开设外语语种最多的高校。



近年来，安外的办学成就一直为媒体和社会关注。学校连续多年

被安徽省教育厅授予“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被评为省级和市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

校。

学校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学兼中外，知行合一”的校训传统，充

分发挥体制机制的创新优势，努力将安徽外国语学院建成特色鲜明综

合实力强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一、招生计划、专业及招生范围

序号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数 招生范围

1 英语 文学 35 文化教育大类

2 旅游管理 管理学 25 旅游类或相近专业

3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40 财经类或相近专业

4 会计学 管理学
48 财经类或相近专业

2 退役士兵（财经类或相近专业）

5 日语 文学 30 文化教育大类

二、报名

（一）招生对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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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符合皖教学〔2016〕3号文件中报考条件的退役士兵。

（二）报名办法



1、报名基本信息采集：2019 年专升本招生考试报名基本信息采

集采用网上信息填报的模式，采集时段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19 日，考生到所在学校或毕业学校进行基本信息采集。

2、现场报名确认：报考我校的考生须在毕业院校通过报名系统

打印考生报名信息表，在表上填写报考院校、专业等信息并签名，并

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交至安徽外国语学院招生办公室进行

现场报名。学校在报名现场对报考考生进行资格复审，复审合格者将

现场填写《安徽外国语学院 2019 年“专升本”自主招生考试报名表》。

3、退役士兵现场报名时，须提交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其中，

申请免试的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立功授奖证书、授奖命令、退伍证

和民政部门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

4、现场报名须携带材料：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2 张近期 1寸免冠彩色照片（背面使

用铅笔写上姓名）；毕业院校信息采集表；交纳报名考试费 120 元/

人。

5、领取准考证：2019 年 5月 10 日 8：30-16:00 凭有效身份

证件到我校教务处领取准考证。

三、考试

（一）面试

学校对符合面试条件的考生进行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面试结果将在我校招生网上公示，免试入学的考生提交的材料及填写

内容必须准确真实，如弄虚作假，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由此产



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未通过免试入学审核或面试的考生仍可参加

2019 年我校的专升本考试。

（二）考试安排

1、安徽外国语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招生考试在省教育厅和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指导下，由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全部实行自主测试

录取的模式。考试方式为闭卷，主要突出考查考生综合知识和专业基

础（具体内容见《安徽外国语学院 2019 年“专升本”自主招生考试

各科目考试大纲》）

2、专升本各专业考试科目

专业名称 考试课程（一） 考试课程（二）

会计学 公共英语 会计专业课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英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

旅游管理 公共英语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

英语 文科综合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日语 文科综合课程 日语专业课程

3、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1 日。

考试时间

专业名称

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旅游管理 英语 日语

5月 11 日上午

9:00-11:00
公共英语 公共英语 公共英语 文科综合 文科综合

5月 11 日下午

2:00-4:00
专业课 专业课 专业课 专业课 专业课

4、考试地点为安徽外国语学院校内。



5、考试成绩 2019 年 5 月 16 日可在网上查询。考生对成绩有异

议可登陆我校招生网下载查分申请表，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考生可

到我校教务处查分，查分限查漏改、漏统、错统，宽严不查。经核查

有误及时通知考生，无误不予通知。

四、录取规则及要求

1、在省教育厅领导下，由学校统一组织招生录取。学校在招生

录取中，严格遵守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有关招生录取工作的政策和规

定，实施“阳光工程”，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招生信息“十公开”制

度，在录取管理上，严格遵守“六不准”、“十条禁令”，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

录取。

2、录取原则：专业课考试单科成绩不得低于 60分，以总分为录

取依据，分专业按计划根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考试总分

相同时则按照专业课、文科综合或公共英语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

次录取。

3、调剂录取：在我校总计划未完成的情况下可进行校内调剂，

调剂办法是各招生专业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总成绩相同时，

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到报考专业。

4、在公示阶段，对于因拟录取考生资格审核不合格或放弃拟录

取资格等原因造成学校普通专升本计划未足额完成的，可以从其余参

加考试的合格考生中依序递补录取。



5、获得和报考专业相关的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或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的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报考相应

专业，经我校面试通过，直接录取。

6、执行《安徽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办法》

规定：“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

业后参加普通本科专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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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办法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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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7、自主招生考试工作严格执行国家“阳光工程”招生政策；面

试名单和拟录取名单将在安徽外国语学院招生信息网上公示一周。

五、培养模式

考生升入相应的本科专业，按照 2年制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完成本科阶段学历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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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费标准



学校严格按照经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规定和核准的项目、

标准收取费用，与学校本科相应专业一致。其中学费 14800 元/学年。

收费标准如有变更，以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最新收费标准执行。

七、入学后待遇

普通“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享受与其他普通本科专业在校生的

同等待遇；其档案交由学校管理，户籍可凭录取通知书自愿随迁到学

校所在地。

八、纪检监察

学校成立纪检监察专门小组，对专升本招生工作全程实施监督检

查。学校接受社会监督。

九、其他须知

1、为保证自主招生考试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学校成立 2019

年“专升本”自主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工作在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下进行。领导组下设纪检监察组，负责对自主招生考试工作的全

过程监督、质询和检查，保证自主招生考试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拟录取名单将由学校 2019 年“专升本”自主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依据录取规则集体研究确定并公布，切实维护广大考生的正当权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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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三个月内进行全面复查（包括报名资

格审查、入学资格审查和体检等）。凡不能如期取得高职（专科）毕



业证书的学生不得审核通过。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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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教育厅皖教秘高〔2014〕06 号文件精神，我校及

教职工不举办、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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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所有形式的普通“专

升本”辅导班均与我校无关。

5、为便于学校与考生的联系衔接，安徽外国语学院所有考试相

关信息将通过学校招生信息网发布，广大报考考生应适时关注，学校

不具体通知考生本人，如考生因信息未知而造成损失的由考生本人负

责。

十、本章程经安徽省招生考试院批准后发布。由安徽外国语学院

招生办负责解释。

十一、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51—68589666、68589888

纪检监察电话：0551—68589116

投诉申诉电话：0551—68589988

联系地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2 号

学校网址：http://www.ai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