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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高职提前招生简章 

 

为拓宽优秀人才选拔渠道，深化高职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根

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 2020年高职提前招生简章。 

一、招生对象及范围 

江苏省内已参加 2020 年普通高考报名，且符合本校报名条

件的高中教育阶段毕业生均可报考。其中，报考文科类和理科类

专业的考生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成绩均须达到合格（或 C级及

以上等级）；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七门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

成绩中不合格科目不超过三门。 

凡未报名参加 2020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到当地招办办理补

报名手续并领取考生号，否则不具备高职提前招生报名资格。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不符合要求的考生，可于高职提前招生

报名开始前，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招办办理相关必测科目考

试补报名手续，并按要求参加考试。 

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 

考生报名必须提供 2020年江苏省普通高考考生号。凡未参

加普通高考统一报名的，必须到当地县（区）招办补报名并领取

考生号。 

1.报名时间：2020年 4月 24日 --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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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方式：考生可通过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

（www.wxitzs.edu.cn）或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gzdz.jseea.cn）高职提前招生报名端口进行网上报名。 

3.网上报名流程：登入网站→注册→填写考生信息→填报专

业志愿→确认提交→考生网上交费，支付成功即本次高职提前招

生报名成功。 

（二）志愿填报 

考生在报名的同时填报专业志愿。每位考生只可报考 1所院

校和 6个专业志愿。考生所填写内容必须准确真实，如有差错或

弄虚作假，责任自负。 

（三）资格审核：学校于 2020年 4月底前完成对报考本校

考生的资格审核。 

三、体检要求 

考生体检结论须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的相关要求。 

四、考核及组织方式 

所有考生均须参加语文、数学、外语科目文化测试。 

1.考试组织：文化测试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命题、

考试和评卷，考试工作由各市招办组织进行。 

2.考试时间：2020年 5月 11日（周一）。 

3.考试地点：各市招办指定的考点。 

4.考试内容：文化测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各科目命

题依据高中课程标准，成绩以原始分呈现。 

五、加分政策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可予以加分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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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可加 5分；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

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加

10分。 

2.烈士子女可加 10分。 

3.少数民族考生报考省属普通高校时可加 3分。 

4.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可加 10分。 

六、录取办法 

（一）录取总分： 

1．普通文理类，总分=文化测试分（语数外）+政策加分； 

2．艺术类（美术），总分=文化测试分（语数外）+省统考

艺考分+政策加分； 

（二）录取原则：对填报普通文理类、艺术类（美术）的考

生，依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根据总分从高分到低

分进行择优录取。 

普通文理类，总分同分情况下，文科考生依次比较语文+数

学两门总分、语文成绩排序；理科考生依次比较语文+数学两门

总分、数学成绩排序，按排序位次进行录取。 

艺术类（美术），总分同分情况下，按省统考艺考分高低进

行录取。 

（三）划线原则：录取控制线根据各类考生报名人数、参加

考试人数、招生计划数和考生测试成绩综合考虑。 

（四）4月 25日前，确定拟录取名单，并通过录取系统报

省教育考试院审核。 

（五）省教育考试院审批通过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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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事     项 

4月 24-26日 考生网上报名、填报志愿 

5月 11日 
语、数、外文化测试，由各地市考试院组织

安排 

5月中下旬 确定拟录取名单，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核。 

5月中下旬 
省考试院统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和专业

向社会公布。 

备注：因疫情影响，以上日程安排会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及时调整，

最终以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 

八、领导与监督机制 

（一）我校成立由校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

长的高职提前招生领导小组，加强对高职提前招生工作的领导。 

（二）成立由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纪检监察

人员为成员的高职提前招生选拔录取工作监督小组，对高职提前

招生进行全过程监督。 

（三）具体招生实施部门要规范操作，合理把握评判尺度，

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录取结果公

平、公正。 

九、违规处理 

凡在提前招生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教育部令第 33

号《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处理。考生本人应本着“诚信”

的原则，参加此次考试，提供材料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者，

一经查实，将取消其高职提前招生录取资格。考生的违规情况将

报省教育考试院，记入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十、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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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提前招生是国家授权在普通高考前完成组织考试

录取的一种方式。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2020年的普通高考和

省对口单独招生考试，未录取的学生可以继续参加高考和省对口

单独招生考试。录取考生待遇完全等同于高考普招考生。 

（二）如照顾项目和政策有调整，以经省招委会批准的我省

2020年招生政策为准。 

（三）入学后学校进行身体和资格等复查，体检等不合格者

取消入学资格。 

（四）填报空中乘务、直升机驾驶技术专业的考生须满足相

关体格检查要求（见附件 1、2）。直升机驾驶技术专业须符合

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见附件 3）。  

（五）学费、住宿费及其它相关费用标准严格按照省、市物

价部门的规定执行。 

（六）招生计划数以省教育厅核准公布为准。 

十一、联系方式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高浪西路 1600号。 

乘车路线：无锡中央车站（公交 B岛）、无锡火车站（南广

场）乘 77路至江南大学（无锡职院）站，市内 95路、105路公

交可达。 

无锡东站可乘地铁 2号线转 1号线，至江南大学站下，沿蠡

湖大道往北 400米左转 200米至学校南门。 

普通文理专业咨询电话： 0510-81838878、 81838888、

85916111、81838877（传真）； 

艺术类（美术）专业咨询电话：0510-81838789；李老师：

1386175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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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乘务、直升机驾驶技术专业咨询电话：0510-81838896；

黄老师：13961850163；叶老师：18912351618；  

电子邮箱：zsb@wxit.edu.cn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网址：www.wxitzs.edu.cn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网址：www.wxit.edu.cn 

十一、本招生简章由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提前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十二、具体招生简章以考试院公布为准，未尽事宜请注意学

院招生网站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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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直升机驾驶技术专业 
考生基本身体条件 

 

按照民航局《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格检查鉴定标准》执

行。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适合学习直升机驾驶技术： 

1．身高不足 168厘米； 

2．单眼裸眼视力低于 0.5(C字表)，斜视、色盲、色弱, 有

视力矫正手术史； 

3．体重超过或低于标准体重 10%，标准体重＝(身高

cm-110)(kg)； 

4．较重的砂眼或倒睫；明显的“Ο”型或“X”型腿；颜面

五官明显不对称；纹身；口吃； 

5．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如头癣、湿疹、牛皮癣、慢性荨麻

疹等； 

6．骨与关节疾病或畸形；晕车、晕船；腋臭； 

7．慢性胃肠道疾病；肝炎或肝脾肿大，HbsAg 阳性；肾炎

或血尿，蛋白尿； 

8．传染病史及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耳朵流过脓，听

力差，经常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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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空中乘务专业 
考生基本身体条件 

 

1.身高：女生 163cm-174cm，男生 174cm-184cm。 

2.视力：女生：单眼矫正视力均不低于 C字视力表 0.5；男

生：裸眼视力在 0.7以上。眼球大小适中，对称，目光有神，无

色盲、色弱。 

3.五官端正，肤色好，无明显疤痕、斑点等；牙齿排列整齐，

无明显异色；无纹身，无狐臭。 

4.面部表情自然，微笑甜美；善于表达，富有朝气；口齿清

楚，中英文发音基本准确，无口吃、舌短现象；听力正常；性格

开朗、大方、心理素质好；富有合作精神。 

5.形体匀称，步态自如，动作协调，无 “X”形腿、“O”形

腿。 

6.无精神病史，肝功能正常，无各类慢性疾病。 

7.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 CCAR67FS 乘务员体格检查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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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 

一、范围 

    学生本人，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直接抚养者，学生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友。 

二、重点 

    学生本人的现实表现，主要指政治态度、思想品德、组织纪

律、学习态度、法制观念、吃苦耐劳精神等。 

    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直接抚养者的现实表现，主要指政治态

度、思想品质以及有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学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与本人关系密

切的亲友的现实表现，主要是有无违法犯罪的重大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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