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学院 2021 年普通类“专转本”招生简章

招生代码：1601

一、学校简介

三江学院地处“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是经国家教育

部批准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是江苏省首家民办本科普通高校，也是

全国最早的四所民办本科高校之一。在 29年的办学历程中，三江学

院坚持“立德树人、以生为本、学用结合、服务社会”的办学方针，

强化内涵建设，持续改革创新，各项事业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学校作为全国首家民办本科高校接受了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取得“良好”等级。2011

年学校成为江苏省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江苏省“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项目的试点高校。2014 年成为全国应用技术型大学联盟副理

事长单位。2017 年学校成为江苏省硕士学位研究生授权立项建设单

位。2018 年学校在省编制部门登记为事业单位。2018 年学校通过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目前已成为全国应用技术型大学联盟副

理事长单位。学校还先后被评为江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全省教育纪检监察先进集体、江苏省文明单位，中国民办高校综

合实力十强、中国十大品牌民办高校，获全国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和思

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

铁心桥校区座落于南京城南雨花台区牛首山麓新秦淮河畔，欧式

校舍，典雅壮丽，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绿化率达 70%。校舍面积 42

万平方米，千兆光纤校园网覆盖整个校园，图书馆藏书 354.63 万册。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近 22000 人，设有 12 个二级学院、51个

本科专业，形成了工、经、管、文、理、艺、法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

布局。办学以来，学校已经向社会输送了 10 多万名生产、管理、服

务一线的高质量人才。

学校坚持以生为本，设有三江学年奖学金、优秀贫困生奖学金、

三江励志奖学金、考取研究生奖励、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吴其瑾奖助金和校外企业、校友设立的各种奖学金，用

以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学校开设绿色通道，积极通过

助学金、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等方式帮助

家庭贫困学生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二、品牌和特色专业

近年来，学校贯彻落实学科专业发展定位，以“做强工科”为指



导，以省、校两级品牌和重点专业建设为抓手，着力强化电子信息工

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类等传统优势专业。

以“做优经、管”为指导，科学设置人才培养方向，着力彰显物流管

理等专业的培养特色。以“做特艺、文、法”为指导，全面实施了汉

语言文学等专业的综合改革。目前，学校拥有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 1个，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 2 个，“十三五”江苏

省重点建设学科 4个，江苏省品牌专业 2个（其中 A类 C类各一个），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1 个，入选江苏省“卓越工程师（软件类）教

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1 个，校级品牌、重点专业 9 个，专业建设总

体水平名列全省民办本科高校首位。

三、学生考研

学校学风优良，鼓励和支持在校学生报考研究生，学校提供考研

辅导班培训，开辟了学生考研专用教室，学生考研蔚然成风。学校

2020 届毕业生共有 270 名同学考取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邮电

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新疆大学、上海大学等国

内硕士研究生，65名同学进入英国利兹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悉尼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京外国语学院、韩国汉阳大学等国外大学

留学深造。



考研学子一角 学生讨论区

外教上课一角 教师上课一角

四、招生计划表

三江学院 2021 年普通类“专转本”招生计划表

招生类别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学费

（元/年）
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等要求 校区

文科类 新闻学 80 17000

6305 经济贸易类 、 6306 工商管理类 、 6307 市场营销类 、 6501 艺术设计

类 、 6601 新闻出版类 、 6602 广播影视类 、 6701 教育类 、 6702 语言类 、

6703 文秘类 、 6704 体育类 、 6805 法律实务类 、 6901 公共事业类 、 6902

公共管理类 、 6903 公共服务类

主校区

文科类 汉语言文学 80 17000

6305 经济贸易类 、 6306 工商管理类 、 6307 市场营销类 、 6501 艺术设计

类 、 6601 新闻出版类 、 6602 广播影视类 、 6701 教育类 、 6702 语言类 、

6703 文秘类 、 6704 体育类 、 6805 法律实务类 、 6901 公共事业类 、 6902

公共管理类 、 6903 公共服务类

主校区

文科类 投资学 30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6101 电子信息类 、 6102 计算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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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校区

文科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 17000

6102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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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02 语言类 、 6805 法律实

务类 、 6806 法律执行类 、 6807 司法技术类

主校区



文科类 物流管理 25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6001 铁道运输类 、 6003 水上运输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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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02 公共管理类

主校区

文科类 市场营销 35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5407 房地产类 、 5607 汽车制造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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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02 公共管理类

主校区

文科类 旅游管理 60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5201 资源勘查类 、 5203 测绘地理信息类 、

5206 金属与非金属矿类 、 5208 环境保护类 、 5401 建筑设计类 、 5402 城

乡规划与管理类 、 5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 5407 房地产类 、 5501 水文水

资源类 、 5504 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 、 5607 汽车制造类 、 5804 纺织服装

类 、 5901 食品工业类 、 6102 计算机类 、 6206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

6302 金融类 、 6303 财务会计类 、 6305 经济贸易类 、 6306 工商管理类 、

6307 市场营销类 、 6401 旅游类 、 6402 餐饮类 、 6501 艺术设计类 、 6602

广播影视类 、 6701 教育类 、 6702 语言类 、 6805 法律实务类 、 6806 法

律执行类 、6807 司法技术类 、6901 公共事业类 、6902 公共管理类 、6903

公共服务类

主校区

文科类 广告学 60 17000

5208 环境保护类 、 5401 建筑设计类 、 5402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 5407 房

地产类 、 5607 汽车制造类 、 5802 包装类 、 5803 印刷类 、 5804 纺织服

装类 、 6102 计算机类 、 6302 金融类 、 6303 财务会计类 、 6305 经济贸

易类 、 6306 工商管理类 、 6307 市场营销类 、 6501 艺术设计类 、6601 新

闻出版类 、 6602 广播影视类 、 6701 教育类 、 6702 语言类 、 6703 文秘

类 、 6704 体育类 、 6805 法律实务类 、 6806 法律执行类 、 6807 司法技

术类 、 6901 公共事业类 、 6902 公共管理类 、 6903 公共服务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投资学 30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6101 电子信息类 、 6102 计算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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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校区

理工科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40 17000

5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 5602 机电设备类 、 5603 自动化类 、 6102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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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2 语言类 、6805 法律实务类 、6806

法律执行类 、 6807 司法技术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物流管理 40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6001 铁道运输类 、 6003 水上运输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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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02 公共管理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市场营销 35 17000

5101 农业类 、 5102 林业类 、 5407 房地产类 、 5602 机电设备类 、 5607

汽车制造类 、5804 纺织服装类 、6101 电子信息类 、6102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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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02 公共管理类

主校区



注：招生计划及专业要求以省教育厅公布的为准

五、近三年各专业录取分数线

三江学院近三年“专转本”各专业录取分数线统计表

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2018 年

录取线

2019 年

录取线

2020 年

录取线

新闻学 文科类 248 255 245

汉语言文学 文科类 251 263 248

投资学 文科类 2021 年新增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科类 260 262 255

物流管理 文科类 254 267 237

市场营销 文科类 238 264 237

旅游管理 文科类 249 261 246

广告学 文科类 255 259 246

投资学 理工科类 2021 年新增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科类 246 248 228

物流管理 理工科类 201 224 206

市场营销 理工科类 199 238 2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科类 236 253 217

自动化 理工科类 236 244 204

理工科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65 19000

5301 电力技术类 、5602 机电设备类 、5603 自动化类 、5607 汽车制造类 、

6101 电子信息类 、 6102 计算机类 、 6103 通信类 、 6307 市场营销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自动化 75 19000

5202 地质类 、520503 矿山机电技术、5301 电力技术类 、5404 建筑设备类 、

5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 5603 自动化类 、 6101 电子信息类 、 6102 计算机

类 、 6103 通信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数控

技术)

60 19000

510117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 510210 木工设备应用技术 、 5601 机械设计制

造类 、 5602 机电设备类 、 5603 自动化类 、 5605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 、

5606 航空装备类 、 5607 汽车制造类 、 570208 化工装备技术 、 600305 港

口机械与自动控制

主校区

理工科类 工程管理 75 17000
5402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 5403 土建施工类 、 5404 建筑设备类 、 5405 建

设工程管理类 、 5406 市政工程类 、 5407 房地产类 、 6002 道路运输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通信工程 60 19000
5301 电力技术类 、5602 机电设备类 、5603 自动化类 、5607 汽车制造类 、

6101 电子信息类 、 6102 计算机类 、 6103 通信类
主校区

理工科类 电子信息工程 60 19000
5301 电力技术类 、5602 机电设备类 、5603 自动化类 、5607 汽车制造类 、

6101 电子信息类 、 6102 计算机类 、 6103 通信类
主校区

日语类 日语 30 17000 6702 语言类 主校区

艺术类 视觉传达设计 35 21500 5401 建筑设计类 、 5802 包装类 、 5803 印刷类 、 6501 艺术设计类 南校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数控技术） 理工科类 237 232 184

工程管理 理工科类 249 235 198

通信工程 理工科类 2021 年新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科类 224 223 196

日语 日语类 167 221 205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239 243 236

六、注意事项

(一)报名、志愿填报及考试

1.报名条件：

（1）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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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工作安排在 2021 年 1月 14 日至 17 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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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最多可填报五所

院校的五个专业。

3.考试。文科（英语、日语类）、艺术类考试科目：大学语文（150

分）、英语（日语）（150 分）、计算机基础（100 分）；理工科类

考试科目：高等数学（150 分）、英语（150 分）、计算机基础（100

分）。满分均为 400 分。英语类考生英语试卷不同于其他类考生。省

控线按文科类、英语类、日语类、理工科类、艺术类分别划定。考试

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

（二）录取原则

1.我校各专业的提档比例为 1:1。



2.对跨专业门类、专业基础课不符合选拔要求的不予录取。

3.录取时无男女比例限制。

4.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件、材料，按期到校办

理入学手续，未经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拒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

放弃入学资格。

5.新生入学后，学校按照招生规定进行身体复查，体检合格后方

可注册，对不符合招生体检条件者，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徇

私舞弊者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6.我校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中介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事宜，录

取过程中，不收取其他费用。敬请家长和考生注意。

（三）转入培养与学费

1.全省统一考试结束后，由省教育厅统一划出录取资格线，我校

根据公布的计划和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省教育考试院

负责组织录取和监督。对不符合我校对专科所学专业要求、专业基础

课不符合招生要求的考生，我校将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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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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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不予办

理入学手续和电子注册。“专转本”学生统一转入本科三年级学习。

4.我校 2021 年“专转本”学费、住宿费按照江苏省价格部门核

定的标准执行。

（四）学籍管理与就业



1.“专转本”学生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2.“专转本”学生除国家和省有明确规定的，享受与转入学校本

科生同等待遇。“专转本”学生毕业证书内容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对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的三江学院学士学位。

3“专转本”学生毕业时，按国家有关本科毕业生就业政策执行。

七、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25）52897064

2、监督电话：（025）52354943

3、学校网址：https://www.sju.edu.cn

招生网：https://zsb.sju.edu.cn

录取查询：https://lqcx.sju.edu.cn

E-mail：sjzs@sju.edu.cn

4、二维码：三江学院微信、三江学院微校园

5、地址：

主校区：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龙西路 310 号

南校区：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宁水路 16号

邮编：21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