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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宜宾学院宜宾学院宜宾学院 2020 年年年年“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招生简章招生简章招生简章招生简章 

为确保学校“专升本”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学校

的合法权益，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计

划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0〕191号）文件精神，结合宜宾

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简章。 

一一一一、、、、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学校设立由校长、相关副校长，以及学生处、计财处、后勤处、

国资处、保卫处、教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升本”领导小组，

负责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审定“专升本”招生简章、工作方案，组织考务，

研究处理“专升本”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审定上报省教育厅的“专升本”

预录取名单，检查监督“专升本”工作实施全过程等。 

领导小组下设“专升本”工作办公室，挂靠教务处，由教务处处长

任办公室主任。“专升本”工作办公室负责完成“专升本”各项具体工

作。 

二二二二、、、、招生对象招生对象招生对象招生对象 

校内“专升本”：宜宾学院全日制普通专科 2020 届毕业生（以获

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为准）。 

跨校“专升本”：宜宾学院与选送院校“专升本”协议确定的对口专

业全日制普通专科 2020 届毕业生（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

业证为准）。 

三三三三、、、、报名条件报名条件报名条件报名条件 

1. 思想政治素质优良，无违纪处分； 

2. 学习成绩优秀，修读的所有课程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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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心健康。 

四四四四、、、、““““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考试时间考试时间考试时间考试时间 

时  间 6月 20日（星期六） 考试用时 

上午 8：00-10：00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 120分钟 

上午 10：30-12：00 大学计算机基础 90分钟 

下午 14：00-16：00 大学英语 120分钟 

五五五五、、、、““““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计划计划计划计划、、、、招生专业招生专业招生专业招生专业、、、、考试科目及成绩构成考试科目及成绩构成考试科目及成绩构成考试科目及成绩构成 

1、“专升本”计划、招生专业及考试科目 

（1）根据教育厅要求，原则上按照选送院校 2020届对口专科毕

业生总人数 18%以内的原则确定“专升本”计划。 

（2）每科考试科目满分为 100分，具体考试科目见附件 1。 

（3）“专升本”招生院校及专业见附件 2。 

按照教育厅文件要求，退伍学生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行计

划单列。 

2、成绩构成 

学生参加本校统一组织的“专升本”选拔考试后，按选拔考试平均

成绩的 80%，，，，本专业必修课程平均成绩的 20%，，，，形成综合成绩，综合

成绩加上学生平时的获奖加分形成总评成绩。 

总评成绩=（本专业必修课程成绩之和/本专业必修课程门数）

*20% +（选拔考试成绩之和/3）*80%+所得加分 

本专业必修课程成绩说明：①补考合格后的成绩一律以 60分计算；②采用

等级制计算的课程，按照如下方法折算：五级计分制，优-90分，良-80分，中-70

分，及格-60 分；四级计分制，优-90 分，良-75 分，及格-60 分；两级计分制，

合格-75分。 

加分总分最高不超过 8分。。。。加分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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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竞赛（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及公共应用能力加分 

奖励项目 获奖等级 奖励分值 

全国一等 6 

全国二等 5 

全国三等 4 

省一等 4 

省二等 2 

学科竞赛（职业技能大赛） 

省三等 1 

CET-4 

（英语专业学生 CET-6或专业四级） 
合格 1.5 

全国或省计算机二级 

（非计算机专业） 
证书 1.5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①提供相应证书原件审查；  

②同时获得上表多种奖励加分条件者，只按最高一类加分，同一种奖励多次获奖者，只

计一次，不重复加分计算； 

③学科竞赛（职业技能大赛）加分，学生参加每年由四川省教育厅公布省级大学生竞赛

的项目，参加由团中央和团省委举办的“挑战杯”、“创青春”项目，参加由教育部和省教厅举

办的“互联网+”比赛项目。 

（2）获得授权专利证书加分 

专利级别 国际专利 国内专利 

发明专利 第一作者 6 发明专利 第一作者 4 

实用新型 第一作者 4 实用新型 第一作者 2 加分 

外观设计 第一作者 2 外观设计 第一作者 1 

备注：（1）必须提供专利证书原件；（2）同一专利项目只能以最高加分项目加

分；（3）学生所在的院（系）组织答辩认定，并提交认定结果。 

（3）获得政府表彰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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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在读期间获得市（州）及以上人民政府奖励，或毕业时获得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等特别优秀的应届专科毕业

生给予加 4分。 

六六六六、、、、录取办法录取办法录取办法录取办法 

1、考试选拔录取 

（1）单列计划 

①退伍学生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川普通高校大学生参军入

伍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5〕431 号）要求，高职（专科）学生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参加“专升本”

考试，实行计划单列，按志愿录取比例 60%（以本科学校为单位）。 

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本科院校通过

增量计划，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应届专科毕业生，按志愿进行提前

单独录取，录取比例 20%。各选送院校严格专项计划资格审核，对不

符合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专项计划报名和录取资格。 

（2）普通计划 

根据考试科目分类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 

在分类最低录取分数线基础上，根据考生总评成绩和平行志愿在

录取专业计划内进行录取。不录取单科考试成绩为 0分的学生。 

平行志愿是指考生在填报“专升本”志愿时，同一升本专业有多个

院校可录取时，可同时填报若干个平行院校志愿。录取时，按照“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对报考同一本科专业（考试科

目相同）的考生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即所有报考同

一本科专业的考生排一个队列，高分者优先投档。每个考生投档时，

根据考生所填报的院校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院校。 

总评成绩相同时，以选拔考试平均成绩为准；选拔考试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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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时，依次以高等数学（大学语文）、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基础

的考试成绩为准。 

（3）批次录取 

“专升本”考试选拔录取按批次进行，首先进行大学生退役士兵单

列计划、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项计划录取，然后再进行所有未

被录取考生的录取。 

2、免试录取 

（1）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退伍学生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川普通高校大学生参军入

伍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5〕431 号）要求，服兵役期间荣立三

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在校生，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

免试入读。  

（2）世界技能大赛获奖学生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

奖选手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3 号）要求，高职（专科）期

间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 

七七七七、、、、学费标准学费标准学费标准学费标准 

学费标准见附件 3。 

八八八八、、、、学籍管理学籍管理学籍管理学籍管理、、、、毕业证书的发放毕业证书的发放毕业证书的发放毕业证书的发放 

经省教育厅批准，凡被录取的“专升本”学生，由录取本科院校填

发录取通知书，学籍编入录取本科院校相应专业的三年级，学制两年。

“专升本”修业期满，符合毕业条件，发放本科毕业证书（证书标注“专

科起点本科学习”字样），否则发给本科结业证书或肄业证书。符合录

取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 

“专升本”学生录取后，由原所在学校颁发专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

子注册，不再向其发放毕业学生报到证。“专升本”学生在录取本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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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新学期入学报到时，须提供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书，否则

将取消“专升本”入学资格。 

九九九九、、、、咨询与申诉咨询与申诉咨询与申诉咨询与申诉 

1、咨询 

宜宾学院  0831-353099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028-6212713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028-87580063 

成都东软学院  028-64888052 

成都文理学院  028-61561721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0838-3209301 

2、、、、监督与申诉监督与申诉监督与申诉监督与申诉 

学校纪委、监察处监督“专升本”工作。我校及“专升本”对口院校

教职员工、学生对我校组织开展的 2020 年“专升本”工作如有异议，

可向我校纪委、监察处、教务处投诉。 

纪委、监察处电话：0831-3545013 

教务处投诉电话：0831-3531169 

纪委、监察处办公地点：宜宾学院办公楼六楼 617室 

教务处办公地点：宜宾学院办公楼二楼 206室 

十十十十、、、、未尽事宜未尽事宜未尽事宜未尽事宜，，，，由由由由“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工作办工作办工作办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公室负责解释公室负责解释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1：“专升本”考试科目统计表 

附件 2：“专升本”录取院校及专业统计表 

附件 3：“专升本”收费标准统计表（参考 2019年） 

附件 4：“专升本”录取本科院校简介 

                                       宜宾学院 

2020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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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考试科目统计表考试科目统计表考试科目统计表考试科目统计表 

序

序序

序

号

号号

号 

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1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2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3 

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

名称

名称名称

名称 

1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会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投资与理财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会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会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会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财务管理 

1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茶艺与茶叶营销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茶学 

15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6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7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8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9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供电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1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电子信息

工程 

22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

术 

24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5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防疫与检疫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6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27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饲料与动物营养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动植物检

疫 

28 宜宾学院 法律事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法学 

29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0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1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2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物业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工程管理 

34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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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序

序

号

号号

号 

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1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2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3 

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

名称

名称名称

名称 

35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6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7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8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39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0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1 宜宾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2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6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7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8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电信服务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49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0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1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2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4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5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7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58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工商管理 

59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图书档案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0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公共事业

管理 

61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国际经济

与贸易 

63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语文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4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文秘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5 宜宾学院 语文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汉语言文

学 

66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7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68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行政管理 

69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0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1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3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4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5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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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序

序

号

号号

号 

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1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2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3 

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

名称

名称名称

名称 

76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7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8 宜宾学院 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79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0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1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2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3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4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5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7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精密机械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88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机械电子

工程 

89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0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1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2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9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6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7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99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0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1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2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旅游管理 

103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美术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美术学 

105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农学 

106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交通运营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7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8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09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0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汽车服务

工程 

111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2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软件与信息服务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3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4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5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软件工程 

116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老年服务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社会工作 



 

第 10 页 共 18 页 

序

序序

序

号

号号

号 

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选送院校名称

选送院校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专科专业名称

专科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1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2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3 

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

名称

名称名称

名称 

学校 

117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8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19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0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休闲体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1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健身指导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2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社会体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社会体育

指导与管

理 

12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酿酒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生物工程 

124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5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食品科学

与工程 

126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食品科学

与工程 

127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29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视觉传达

设计 

130 宜宾学院 数学教育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数学与应

用数学 

131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3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影视多媒体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3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数字媒体

技术 

134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35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数字媒体

技术 

136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健身指导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37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体育艺术表演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38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39 宜宾学院 体育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体育教育 

140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41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物流管理 

142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物流信息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物流管理 

143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小学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小学教育 

144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45 宜宾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学前教育 

146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表演艺术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音乐表演 

147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4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49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5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英语 

151 宜宾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52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应用化学 

153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154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制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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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 
质量管理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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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录取院录取院录取院录取院校校校校及及及及专业统计表专业统计表专业统计表专业统计表 

其他本科院校调剂专业 

升本专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工程管理 

（考大学语文） 

工程管理 

（考大学语文） 

工程管理 

（考大学语文） 
      

工程管理 

（考高等数学） 

工程管理 

（考高等数学） 

工程管理 

（考高等数学）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 

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   

动植物检疫           

小学教育           

数字媒体技术 

（考大学语文） 

数字媒体技术 

（考大学语文） 
  

数字媒体技术 

（考大学语文） 
    

数字媒体技术 

（考高等数学） 

数字媒体技术 

（考高等数学） 
  

数字媒体技术 

（考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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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科院校调剂专业 

升本专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食品科学与工程 

（考大学语文） 
        

食品科学与工程 

（考大学语文） 

食品科学与工程 

（考高等数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考大学语文） 

行政管理           

制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物流管理 

（考大学语文） 

物流管理 

（考大学语文） 
  

物流管理 

（考大学语文） 
    

物流管理 

（考高等数学） 

物流管理 

（考高等数学） 
  

物流管理 

（考高等数学）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美术学           

生物工程           

体育教育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质量管理工程 质量管理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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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科院校调剂专业 

升本专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茶学           

公共事业管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学           

应用化学           

法学           

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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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收费标准统计表收费标准统计表收费标准统计表收费标准统计表（（（（参考参考参考参考 2019 年年年年）））） 

宜宾学院收费标

准 
其他本科院校收费标准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

院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升本专业 学费

(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财务管理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16000 1000          

学前教育 3700  600~1200             14000 1000     

工商管理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14000 1000     

工程管理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15000 1200             

旅游管理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15000 1200     14000 1000     

软件工程 4100  600~1200         16000 1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00  600~1200 15000 1200     16000 1000          

机械电子工程 4100  600~1200     15000 1200         15000 1000 

汽车服务工程 4100  600~1200     15000 1200         15000 1000 

环境设计 6000  600~1200 18000 1200         17000 1000     

动植物检疫 4100  600~1200                     

小学教育 3700  600~1200                     

数字媒体技术 4100  600~1200 15000 1200     16000 1000          

英语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16000 1000  14000 10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4100  600~1200                 137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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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收费标

准 
其他本科院校收费标准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

院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升本专业 学费

(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行政管理 3700  600~1200                     

制药工程 4100  600~1200                     

电子信息工程 4100  600~1200     15000 1200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 
3700  

600~1200 
                15000 1000 

物流管理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16000 1000          

汉语言文学 3700  600~1200             14000 1000     

美术学 5000  600~1200                     

生物工程 4100  600~1200                     

体育教育 3700  600~1200                     

社会工作 3700  600~1200 15000 1200                 

视觉传达设计 6000  600~1200             17000 100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 
4100  

600~1200 
                    

质量管理工程 4100  600~1200 15000 12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3700  600~1200             14000 1000     

茶学 3700  600~1200                     

公共事业管理 3700  600~1200                     

数学与应用数学 4100  6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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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收费标

准 
其他本科院校收费标准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

院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升本专业 学费

(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学费(元

/年） 

住宿费

(元/年） 

农学 3700  600~1200                     

应用化学 4100  600~1200                     

法学 3700  600~1200                     

音乐表演 10000 600~1200                     

备注：①宜宾学院本校住宿费根据宿舍条件不同分别有 600元/年、800元/年、1000元/年、1200元/年等四个标准，录取时预收 1200元； ②其他五个本科院校收

费标准是 2019年专升本收费标准，仅供参考，实际收费标准以教育厅批复录取学校的 2020年收费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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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专升本”录录录录取本科院校简介取本科院校简介取本科院校简介取本科院校简介 

宜宾学院：http://www.yibinu.edu.cn/xxgk/xxjj.htm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https://www.tfswufe.edu.cn/xxgk/xxjj.htm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http://www.scujcc.edu.cn/channels/97.html 

成都东软学院：https://www.nsu.edu.cn/HTML/intro/article_11.html 

成都文理学院：http://www.cdcas.edu.cn/xyzl/xygk.htm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http://www.scit.cn/abou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