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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自主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院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院和

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和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通

知》（粤教考函﹝2017﹞2 号）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院自主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

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

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三条 学院全称：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条 学院国标代码：12749

第五条 学院地址：

广州校区：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 492 号 邮政编码：510663

清远校区：清远市清城区学贤路省职教大学城内 邮政编码：511500

第六条 办学层次：专科（高职）

第七条 办学性质：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八条 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九条 学院主管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第十条 毕业颁证：按国家招生管理规定录取并取得我院正式学籍的

学生，在校期间按规定年限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符

合毕（结）业条件者，颁发普通大专毕（结）业证书，并报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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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注册。颁发学历证书学院名称: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证书种类: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证书。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设立由学院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自主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贯彻执行教育部和省招生委员会的自主招生工

作政策，负责制定招生章程、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确定招生规模和调

整专业招生计划，领导、监督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协调处理自主招生

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自主招生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招生纪律和有关考试命题

的规定及接受纪律监察部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 学院设立监督与申诉办公室，对自主招生工作实施监督。

在自主招生、录取期间负责对招生工作监督、考生的信访、申诉、投诉处

理工作。

第四章 招生对象与报考条件

第十四条 普通高中考生报考条件：

1.符合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资格的应、往届普通高

中毕业生。

2. 报考普通类专业的高中毕业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文科生

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理科生政治、历史、地理三门学科均须获得

等级成绩，且有一门学科成绩达到 C 级及以上等级。

第十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考生报考条件：

1.符合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资格的应、往届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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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专、职中、技校）毕业生。

2.中职阶段所学专业与我校招生专业直接相关，并取得与招生专业相

关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原则上为国家职业资

格中级以上（含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或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主考（或授权）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或省教育考试院

主考的专业技能课程 B 级以上（含 B 级）证书。

对中职应往届毕业生的专业及技能证书要求如下：

发证机构：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其授

权单位。

等级要求：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原则上为国家职业资格中级以上

（含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或省级以上人事劳动部门主考（或授权）的中

级以上（含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或省教育考试院主考的专业技能课程 B

级以上（含 B级）证书。

序

号

招生专业

名称
中职学校对应专业

对应中级以上（含中级）技能证书、专业技能

（课程）考试证书

（考生只需要具备其中一个证书，即可报考）

1
计算机网络

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090500)、计算机应用

(090100)、网站建设与管理(090600)、软件

与信息服务（090800）、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

维护（090700）、计算机网络应用（0301）、

计算机程序设计（0302）、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0303）、计算机信息管理（0304）、通信网

络应用（0309）、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0311）、计算机速录（0312）、计算机广告

制作（0307）

计算机网络管理（Linux 或 Windows）、办公软

件应用、应用程序编制、PC机组装调试与维修、

图形图像制作、因特网操作、多媒体软件制作、

网页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员、网络管

理员、信息处理技术员、电子商务技术员、信

息系统运行管理员、网页制作员、多媒体应用

制作技术员、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水平）考试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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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

电子与信息技术（091200）、电子技术应用

（091300）、通信技术（091500）、光电仪器

制造与维修（052800）、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053200）、电气技术应用（053100）、电子

材料与元器件制作（053300）、数字广播电视

技术（091400）、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

（091100）、机电技术应用（051300）、机电

设备安装与维修（051600）、汽车电子技术应

用（051800）

维修电工、无线电调试工、可编程控制器（PLC）

程序设计师、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师、家用

电子（或电器）产品维修工、单片机汇编语言

程序设计师、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

(Protel)、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程序员、

激光装配工、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电子设备

装接工、电子元器件检验员、音响调音员、移

动电话维修工、CAD 绘图员、液晶显示器件制

造工、无线电设备机械装校工、电子设备装接

工、无线电调试工、电子计算机装配调试员、

网络设备调试员、通讯设备检验员、音视频设

备检验员、计算机检验员、电子元器件检验员、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半导

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装调工、电容器制造工、

压电石英晶片加工工、石英晶体元器件制造

工、电子产品制版工、铅酸蓄电池制造工、原

电池制造工、雷达装配工、雷达调试工、电源

调试工、印制电路检验工、制作员（电子类）、

印制电路制作工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

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全部模块证书。

3 物联网应用

技术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090700）、电子与

信息技术（091200）、电子技术应用（091300）、

通信技术（091500）、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053200）、电子技术应用（0209）、音像电

子设备应用与维修（0210）、通信终端设备制

造与维修（0211）、办公设备维修（0212）、

计算机网络应用（0301）、计算机程序设计

（0302）、计算机应用与维修（0303）、计算

机信息管理（0304）、通信网络应用（0309）、

通信运营服务（0310）、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

维护（0311）

程序设计员、计算机系统操作员、维修电工、

无线电调试工、可编程控制器（PLC）程序设

计师、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师、家用电子产

品维修工、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单片机汇编

语言程序设计师、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全

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软件应用、局域

网管理模块）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水平）考试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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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121000）、电子商务（121100）、

国际商务（121200）、商务英语（121300）、

物流服务与管理（121900）、客户服务

（121900）、市场营销(0601)、商务文秘

(0602)、电子商务（0603）、工商企业管理

（0605）、国际贸易（0607）、商务外语（0608）

电子商务师、多媒体作品制作员、企业信息管

理师、物流师、网络编辑员、包装设计师、职

业信息分析师、秘书、市场管理员、摄影师、

数字视频（DV）策划制作师、网络课件设计师、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计算

机操作员、网店运营专材证、电子商务员、全

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软件应用、

Photoshop 模块）。

5 软件技术

计算机应用(090100)、软件与信息服务

（090800）、计算机网络技术(090500)、网站

建设与管理(090600)、计算机速录（091000）、

计算机网络应用（0301）、计算机程序设计

（0302）、计算机信息管理（0304）、计算机

游戏制作（0305）、计算机广告制作（0307）、

多媒体制作（0308）、计算机速录（0312）、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0303)、网络安防系统安

装与维护(0311)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计算机网络管理员、计算

机（微机）维修工、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网

络管理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多媒体作品制

作员、速录师、包装设计师、网络编辑员、职

业信息分析师、网络设备调试员、电子计算机

（微机）装配调试员、计算机检验员、网络课

件设计师、数字视频合成师、数控程序员、可

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

技术（办公软件应用、Photoshop 模块）。

6 通信技术

通信技术（091500）、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

护（091700）、通信运营服务（091600）、邮

政通信（091800）、电子与信息技术（091200）、

电子技术应用（091300）、电子技术应用

（0209）、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与维修（0211）、

计算机网络应用（0301）、通信网络应用

（0309）、通信运营服务（0310）、网络安防

系统安装与维护（0311）、网络安防系统安装

与维护（090700）、计算机网络技术(090500)、

计算机应用(090100)、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0303）

移动电话维修工、无线电调试工、音响调音员、

呼叫服务员、话务员、网络设备调试员、计算

机系统操作员、网络管理员、网络操作员、计

算机办公软件应用、数据库操作员、打字员、

速录员、计算机维修工、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

师、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protel）、维

修电工、CAD 绘图员、计算机网络管理（Linux

或 Windows）、PC机组装调试与维修、图形图

像制作、多媒体软件制作、网页制作、程序员、

信息处理技术员、电子商务技术员、信息系统

运行管理员、网页制作员、多媒体应用制作技

术员、制图员、电工、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

术（办公软件应用、因特网应用、图形图像处

理、网页制作、局域网管理、微型计算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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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维修、应用程序设计编制、多媒体软件制

作、数据库应用模块）。

7
动漫制作技

术

家具设计与制作（071500）、计算机应用

（090100）、计算机网络技术(090500)、数字

媒体技术应用（090200）、计算机平面设计

（090300）、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090400）、数字广播电视技术（091400）、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140200）、影像与影视技

术（140400）、动漫游戏（141700）、网页美

术设计（141800）、工艺美术（142000）、美

术绘画（142100）、美术设计与制作（142200）、

数字影像技术（141900）

美术基础、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动画绘制员、

图形图像应用处理制作员、计算机图形图像处

理、计算机多媒体软件制作操作员、音视频设

备检验员、网络课件设计师、数字视频合成师、

网页制作操作员、图形图像处理、办公软件应

用、模块(photoshop 平台)绘图员、图形图象

处理模块(3D MAX 平台)图象制作员、视频编

辑、多媒体软件制作、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

广告设计师、装饰美工、计算机操作员、雕塑

翻制工、壁画制作工、玩具设计师、家具设计

师）、包装设计师、室内装饰设计人员。

8 药学

药剂（101100）、生物技术制药（102100）、

制药技术（102000）

中药（101800）、中药制药（101900）

中药（1301）、药物制剂（1302）

化学制药（1303）、生物制药（1304）

药物分析与检验（1305）、药品营销（1306）、

食品加工与检验（1214）

化学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生物技术基础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中药调剂员、中药

购销员、药物制剂工、药物检验工、化学合成

制药工、生化药品制造工、发酵工程制药工、

疫苗制品工、化学检验工、医药商品购销员、

中药检验工、中药炮制与配制工、中药液体制

剂工、中药固体制剂工、食品检验工。

9
药品生产技

术

药剂（101100）、

生物技术制药（102100）、制药技术（102000）、

中药（101800）、中药制药（101900）、药

品食品检验（102200）、中药（1301）、药

物制剂（1302）、化学制药（1303）、生物

制药（1304）、药物分析与检验（1305）、

药品营销（1306）

化学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生物技术基础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中药调剂员、中药

购销员、药物制剂工、药物检验工、化学合成

制药工、生化药品制造工、发酵工程制药工、

疫苗制品工、化学检验工、医药商品购销员、

中药检验工、中药炮制与配制工、中药液体制

剂工、中药固体制剂工、食品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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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药学

药剂（101100）、生物技术制药（102100）、

制药技术（102000）

中药（101800）、中药制药（101900）

中药（1301）、药物制剂（1302）

化学制药（1303）、生物制药（1304）

药物分析与检验（1305）、药品营销（1306）、

食品加工与检验（1214）

化学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生物技术基础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中药调剂员、中药

购销员、药物制剂工、药物检验工、化学合成

制药工、生化药品制造工、发酵工程制药工、

疫苗制品工、化学检验工、医药商品购销员、

中药检验工、中药炮制与配制工、中药液体制

剂工、中药固体制剂工、食品检验工。

11 护理

护理（101200）、助产（100200）、中医护

理（101200）、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咨询

（102500）、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102600）、

康复技术（100500）、中医康复保健（101700）、

家政服务（0512）、护理（0515）、公共营

养保健（0513）

化学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生物技术

基础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护理员、养老

护理员、保育员、育婴员、孤残儿童护理员、

心理咨询员、药物检验工、食品检验员、化学

检验员、中药调剂员、医药营销员、药物（中

药）制剂工、医药商品（中药）购销员、生化

药品制造工、血液制品工、西药药剂员、医药

商品储运员、食品安全管理员、西药营业员、

公共营养师、保健按摩师、中级美容师、口腔

修复工。

12 医学营养

营养与保健（ 100400）、卫生信息管理

（102700）、农村医生（100300）、卫生信

息管理（102700）、健体塑身（110300）、

学前教育（160100）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150200）、护理（101200）、助产（100200）、

中医护理（101200）、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

咨询（102500）、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

（102600）、康复技术（100500）、中医康

复保健（101700）、家政服务（0512）、护

理（0515）、公共营养保健（0513）、社区

公共事务管理（181000）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181200）家政服务与管理（181300）老年

人服务与管理（181400）、食品生物工艺

化学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生物技术

基础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营养配餐员、

公共营养师、社会体育指导员（初级）、保育

员、保健按摩师、护理员、养老护理员、孤残

儿童护理员、心理咨询员、药物检验工、食品

检验员、化学检验员、中药调剂员、医药营销

员、药物（中药）制剂工、医药商品（中药）

购销员、生化药品制造工、血液制品工、西药

药剂员、医药商品储运员、食品安全管理员、

西药营业员、保健按摩师、中级美容师、生殖

健康咨询员、育婴员、家政服务员、冷藏工、

烘焙工、饮料制作工、食品检验工、乳品加工

工、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粮油质量检验

员、饲料检验化验员、果露酒酿造工、中式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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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00）、粮油饲料加工技术（071300）、

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作（071200）、 药品食

品检验（102200）、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180800）、食品加工与检验（1214）

调师、中式面点师、药物检验工、畜禽产品检

验员。

13
食品营养与

检测

营养与保健（ 100400）、卫生信息管理

（102700）、农村医生（100300）、卫生信

息管理（102700）、健体塑身（110300）、

学前教育（160100）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150200）、护理（101200）、助产（100200）、

中医护理（101200）、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

咨询（102500）、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

（102600）、康复技术（100500）、中医康

复保健（101700）、家政服务（0512）、护

理（0515）、公共营养保健（0513）、社区

公共事务管理（181000）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181200）家政服务与管理（181300）老年

人服务与管理（181400）、食品生物工艺

（071100）、粮油饲料加工技术（071300）、

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作（071200）、 药品食

品检验（102200）、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180800）、食品加工与检验（1214）

化学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生物技术

基础 B级以上（含 B级）证书、营养配餐员、

公共营养师、社会体育指导员（初级）、保育

员、保健按摩师、护理员、养老护理员、孤残

儿童护理员、心理咨询员、药物检验工、食品

检验员、化学检验员、中药调剂员、医药营销

员、药物（中药）制剂工、医药商品（中药）

购销员、生化药品制造工、血液制品工、西药

药剂员、医药商品储运员、食品安全管理员、

西药营业员、保健按摩师、中级美容师、生殖

健康咨询员、育婴员、家政服务员、冷藏工、

烘焙工、饮料制作工、食品检验工、乳品加工

工、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粮油质量检验

员、饲料检验化验员、果露酒酿造工、中式烹

调师、中式面点师、药物检验工、畜禽产品检

验员。

14 工业设计

工艺美术（142000）、工艺美术（1402）、美

术绘画（142100）、美术绘画（1408）

美术设计与制作（142200）、美术设计与制作

（1401）、服装设计与制作(1210)、皮革加工

与设计（1211）、鞋制品设计与制作（1212）、

陶瓷工艺（1216）美术设计与制作（1401）、

工艺美术（1402）、室内设计（1405）、环境

艺术设计（1406）、工业设计（1407）珠宝玉

图像制作员、计算机图像制作员（photoshop）、

计算机图像制作员（AutoCAD）、计算机绘图员、

模具制造工、工具钳工、铣工、车工、磨工、

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电切

削工、焊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数控程序

员、金属轧制工、装配钳工、计算机辅助设计

绘图员（机械、建筑）、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

技术（图形图像处理、网页制作模块）、玩具

设计师、照明设计师、家具设计师、建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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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加工与营销（142700）、珠宝首饰鉴定与营

销（1404）、民族工艺品制作（143500）、机

械制造技术（051100）、机械加工技术

（051200）、机电技术应用（051300）、数控

技术应用（051400）、模具制造技术（051500）、

动漫游戏（141700）、网页美术设计（141800）、

数字影像技术（141900）、商品画制作与经营

（142300）、服装设计与工艺（142400）、服

装展示与礼仪（142500）、皮革制品造型设计

（142600）、民间传统工艺（142800）、民族

美术（143100）、民族服装与服饰（143200）、

民族织绣（143300）、民族民居装饰（143400）、

室内设计（1405）、

美术设计与制作（142200）、皮革制品造型设

计（142600）、服装设计与工艺（142400）、

动漫游戏（141700）、家具设计与制作

（071500）

设计制作员、皮具设计师。

15
机电一体化

技术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0101） 、 机床切

削加工（铣工）（0102）、 机床切削加工（磨

工）（0103）、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0109）、

机械设备维修（0112）、 煤矿机械维修

（0113）、 化工机械维修（0114）、 机械

装配（0115）、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

（0116） 、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0123）、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0124）、 汽车制造

与装配（0126)、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配

与维护(0206)、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0208)、机械制造技术(051100)、机械加工

技术（051200）、机电技术应用(051300）、数

控技术应用 (051400 ）、模具制造技术

(051500）、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051600）、

加工中心操作工、焊工、组合机床操作工、家

用电器产品维修工、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精

密仪器仪表修理工、汽车修理工、电气设备安

装工、车工、铣工、磨工、镗工、铸造工、锻

造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机修钳工、电机

装配工、摩托车维修工、制图员、维修电工、

农机修理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装配工、数

控车工、数控铣工、汽车（拖拉机）装配工、

汽车修理工、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电子设

备装配工、制齿工、剪切工、电切削工、工程

机械修理工、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机械）、

CAE 助理、NXCAD 助理工程师、计算机辅助制

造模块程序员、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程序

员、模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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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052300）、工业自动

化仪表及应用(052500）

16
模具设计与

制造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0101）、机床切削加

工（铣工）（0102）、机床切削加工（磨工）

（0103）、铸造成型（0104）、锻造成型（0105）、

数控车工（0106）、数控铣工（0107）、数控

加工中心操作工（0108）、数控机床装配与维

修（0109）、数控编程（0110）、工量具制造

与维修（0111）、机械设备维修（0112）、机

械装配（0115）、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

（0116）、模具制造（0117）、模具设计（0118）、

焊接加工（0119）、冷作钣金加工（0120）、

金属热处理（0125）、汽车制造与装配（0126）、

机械制造技术（051100）、机械加工技术

（051200）、数控技术应用（051400）、模具

制造技术（051500）、金属压力加工（050200）、

金属热加工（052100）、焊接技术应用

（ 052200 ）、 金 属 表 面 处 理 技 术 应 用

（ 052400 ）、 工 业 自 动 化 仪 表 及 应 用

（052500）、塑料成型（070300）

模具工、车工、铣工、磨工、镗工、铸造工、

锻造工、金属热处理工、冷作钣金工、涂装工、

装配钳工、机修钳工、工具钳工、制图员、机

械设备安装工、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

心操作工、、组合机床操作工、金属挤压工、

制齿工、电切削工、焊工、镀层工、工程机械

维修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数控程序员、

金属轧制工、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机械）、

CAE 助理、NXCAD 助理工程师、计算机辅助制

造模块程序员、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程序

员、数控铣操作工、模具制造工。

17 数控技术

金属压力加工（050200）、冷作钣金加工

（0120）、机械制造技术（051100）、铸造成

型（0104）、锻造成型（0105）、机械加工技

术（051200）、机床切削加工（车工）（0101）、

机床切削加工（铣工）（0102）、机床切削加

工（磨工）（0103）、机电技术应用（051300）、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0116）、机电产品

检测技术应用（0124）、数控技术应用

（051400)、数控加工（数控车工）（0106）、

数控加工（数控铣工）（0107）、数控加工（加

工中心操作工）（0108）、数控编程（0110）、

数控电加工（0122）、模具制造技术（051500）、

加工中心操作工、焊工、组合机床操作工、家

用电器产品维修工、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电

子仪器仪表装配工、精密仪器仪表修理工、汽

车修理工、电气设备安装工、车工、铣工、磨

工、镗工、铸造工、锻造工、金属热处理工、

冷作钣金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电机装配

工、高低压电器装配工、机修钳工、制图员、

维修电工、机械设备安装工、农机修理工、数

控车工、数控铣工、汽车（拖拉机）装配工、

汽车修理工、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电子设

备装接工、电子计算机（微机）装配调试员、

计算机检验员、制齿工、剪切工、电切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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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制造（0117）、模具设计（0118）、机电

设备安装与维修（051600）、机电设备安装与

维修（0123）、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0109）、

工量具制造与维修（0111）、机械设备维修

（0112）、机械装配（0115）、工程机械运用

与维修（0409）汽车制造与检修（051700）、

汽车制造与装配（0126）、汽车维修（0403）、

汽车电器维修（0404）、汽车检测（0407）、

金属热加工（052100）、金属热处理（0125）、

焊接技术应用（052200）、焊接加工（0119）、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052300）、机电产品

检测技术应用（0124）、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

（052700）、电机电器装配与维修（0202）、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0203）、光电仪

器制造与维修（052800）、电气运行与控制

（053000）、变配电设备运行与维护（0201）、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0205）、电气

技术应用（053100）、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053200）、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0208）、

电子技术应用（0209）、音像电子设备应用与

维修（0210）、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与维修

（0211）、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制造（053300）、

微电子技术与器件制造（053400）、计算机应

用（090100）、计算机程序设计（0302）、计

算机应用与维修（0303）、计算机网络技术

（090500）、计算机网络应用（0301）、计算

机信息管理（0304）、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

（091100）、电子与信息技术（091200）、电

子技术应用（091300）、通信技术（091500）、

通信网络应用（0309）通信运营服务

（091600）、通信运营服务（0310）、通信系

统工程安装与维护（091700）

金属挤压工、铸轧工、轴承装配工、轴承试验

工、轴承检查工、模具设计师（试行）、数控

机床装调维修工（试行）、钢轨焊接工、电力

机车钳工、内燃机车钳工、车辆钳工、机车电

工、车辆电工、制动钳工、电力线路工、信号

钳工、信号组调工、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

（试行）、数控程序员（试行）、计算机网络管

理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计算机操作员、计

算机（微机）维修工、动车组机械师、钢材热

处理工、铸管工、工程机械修理工、农机修理

工、磨料制造工、磨具制造工、模具工、汽车

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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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会计

会计（120100）、会计电算化（120200）、市

场营销（121000）、电子商务（121100）、统

计事务（120300）、金融事务（120400）、保

险事务（120500）、信托事务（120600）、 连

锁经营与管理（120900）、国际商务（121200）、

商务英语（121300）、物流服务与管理

（121900）、

客户服务（122100）、会展服务与管理

（130600）、办公室文员（180100）、文秘

（180200）、商务助理（180300）、公关礼仪

（180400）、市场营销（0601）、商务文秘

（0602）、电子商务（0603）、会计（0604）、

工商企业管理（0605）、国际贸易（0607）、

商务外语（0608）、商务礼仪服务（0506）、

现代物流（0415）、会展服务与管理（0516）、

商品经营（120700）

高新技术财务软件 T3 中级、会计电算化证、

会计电算化中级证、助理会计师、全国信息化

工程师、会计电算化员、收银员、统计员、助

理营销师、助理电子商务师、电子商务员、计

算机操作员、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

软件应用模块）、助理营销师、注册品类管理

师（助理级）、项目管理师、企业信息管理师、

劳动保障协理员、秘书、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

技术（电脑会计应用）、会计 B 级以上（含 B

级）证书。

19 国际商务

商品经营（120700）、市场营销（121000）、

电子商务（121100）、专卖品经营（130800）、

统计事务（120300）、 会计（120100）、会计

电算化（120200）、金融事务（120400）、保

险事务（120500）、信托事务（120600）、 连

锁经营与管理（120900）、国际商务（121200）、

商务英语（121300）、物流服务与管理

（121900）、

房地产营销与管（122000）、客户服务

（122100）、会展服务与管理（130600）、办

公室文员（180100）、文秘（180200）、商务

助理（180300）、公关礼仪（180400）、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180800）、市场营销（0601）、

商务文秘（0602）、电子商务（0603）、会计

国际商务单证员、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

跟单员、商务操作员、秘书、助理营销师、助

理电子商务师、物流员、公关员、计算机操作

员、会展策划师（四级）、会展设计师（四级）、

推销员、营业员、收银员、电子商务员、全国

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软件应用模块）、

助理营销师、注册品类管理师（助理级）、助

理物流师、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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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工商企业管理（0605）、国际贸易

（0607）、商务外语（0608）、房地产经营与

管理（0609）、商务礼仪服务（0506）、现代

物流（0415）、会展服务与管理（0516）

20
工商企业管

理

商品经营（120700）、专卖品经营（120800）、

连锁经营与管理（120900）、市场营销

（121000）、客户服务（122100）、市场营销

（0601）、工商企业管理（0605）、电子商务

（0603）、会计（121100）、现代物流（0415）

注册品类管理师（助理级）门店营运经理（助

理级）、助理人力资源师、助理营销师、助理

物流师、会计电算化员、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

技术（办公软件应用模块）、高新技术财务软

件 T3中级、会计电算化证、全国信息化工程

师—ERP 应用、秘书、助理电子商务师、物流

员、物流师、计算机操作员、推销员、电子商

务员。

21
人力资源管

理

办公室文员（180100）、文秘（180200）、商

务助理（180300）、公关礼仪（180400）、工

商行政管理事务（180500）、人力资源管理事

务（180600）、市场营销（121000）、电子商

务（121100）、统计事务（120300）、 会计

（120100）、会计电算化（120200）、金融事

务（120400）、保险事务（120500）、国际商

务（121200）、商务英语（121300）、物流服

务与管理（121900）、房地产营销与管

（122000）、客户服务（122100）、市场营销

（0601）、商务文秘（0602）、电子商务（0603）、

会计（0604）、工商企业管理（0605）、 人

力资源管理（0606）、商务外语（0608）、房

地产经营与管理（0609）、商务礼仪服务

（0506）

助理人力资源师、助理营销师、注册品类管理

师（助理级）、人力资源管理员、助理物流师、

企业培训师、项目管理师、企业信息管理师、

劳动保障协理员、企业文化师、会计电算化员、

秘书、助理电子商务师、物流员、公关员、计

算机操作员、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

模块）。

22
服装与服饰

设计

动漫游戏（141700）网页美术设计（141800）

数字影像技术（141900）工艺美术（142000）

美术绘画（142100）美术设计与制作（142200）

商品画制作与经营（142300）服装设计与工

艺（142400）服装展示与礼仪（142500）皮

装饰装修工-镶贴工、装饰装修工-打胶工、装

饰装修工-涂裱工、装饰装修工-金属工、摄影

师、制图员、室内装饰设计员、服装模特、陈

列展览设计人员、手工木工、广告设计师、包

装设计师（☆）、玩具设计师（☆）、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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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制品造型设计（142600）民族美术（143100）

民族服装与服饰（143200）民族织绣（143300）

民族民居装饰（143400）民族工艺品制作

（143500）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070900）

师（试行）（☆）、商务策划师（试行）（☆）、

会展策划师（试行）（☆）、建筑模型设计制作

员（试行）（☆）、家具设计师（试行）（☆）、

动画绘制员（试行）（☆）、全国计算机信息高

新技术（图形图像处理、网页制作模块）、图

像制作员、计算机图像制作员（photoshop）、

计算机图像制作员（AutoCAD）、计算机绘图员、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计

算机操作员、服装制作工、服装裁剪工、计算

机辅助设计。

23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121300）、国际商务（121200）、

市场营销（121000）、电子商务（121200）、

客户服务（122100）、商务助理（180300）、

商务外语（0608）、市场营销（0601）、商务

文秘（0602）、电子商务（0603）国际贸易

（0607）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

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推销员、

营业员、收银员、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网络

管理员、物流员、货代员、报检员、全国计算

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软件应用模块）。

24 应用英语

商务英语（121300）、国际商务（121200）、

办公室文员（180100）、文秘（180200）、旅

游外语（130300）、客户信息服务（090900）、

学前教育（160100）、药剂（101100）、商务

外语（0608）、国际贸易（0607）、导游（0505）、

商务礼仪服务（0506）、商务文秘（0602）、

药品营销（1306）、幼儿教育（1501）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商务跟单员、国际商务

单证员、秘书、公关员、电子商务师、货代从

业人员、报检员、网络编辑员、导游、展览讲

解员、呼叫服务员、话务员、计算机操作员、

打字员、速录员、西药药剂员、医药商品购销

员、医药商品储运员、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

术（办公软件应用模块）。

第五章 招生计划

第十六条 招收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580 人（含实施“网测”考

试形式 160 人），招收应、往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710 人，招收现

代学徒制考生 30人。详见附表。考生可填报 1-2 个专业志愿。

第十七条 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高职院校学生，不得转学。其中，

考入高职院校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不得转入统招专业；考入高职院



15

校的中职应往届毕业生，不得转专业。

第六章 考试形式及考试时间

第十八条 根据报考对象的不同，学校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择

优录取。

普通高中毕业生非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专业实行“文化素质考试+职

业适应性测试”的考试形式，均由我校自主命题和组织实施。文化素质考

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的权重比例为 2:1。普通高中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

值为 300 分，其中文化素质考试满分值为 200 分，职业适应性测试满分值

为 100 分。

普通高中毕业生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专业实行“文化素质考试+职业

适应性测试”的考试形式。文化素质考试采用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

英语三门成绩，满分 300 分；高中毕业生参加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专业 5

个：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

物流管理专业。报考此 5 个专业的考生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实行网上测

试，测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测试合格作为以上专业录取的条

件和依据之一，网上测试成绩不计入总分，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为

300 分。

中职毕业生所有专业实行“文化基础考试（含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综

合理论）+职业技能考核”的考试形式，学校统一组织测试，由我校自主

命题和组织实施。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职业技能考核的权重比

例为 4:3:3。中职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为 500 分，其中综合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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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满分值为 200 分，专业综合理论考试满分值为 150 分，职业技能考核

满分值为 150 分。

第十九条 2017年 3月 4日上午，组织中职考生参加文化基础考试（含

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和普通高中考生（非网测考生）参加文化

素质考试；3月 4 日下午，组织中职考生参加职业技能考核和普通高中考

生（非网测考生）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自命题）考试；参加试点专业网

测的普通高中考生到各自所预约考点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网测。普通高中

考生的文化素质考试内容以综合能力测试为主，可包括语言应用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信息采集和应用能力、综合解决问题能力、自然科学和人文

科学基本知识等。中职考生文化基础考试中的综合文化考试内容涵盖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知识、职业道德基本要求、人际交往基本常识、汉语

言写作基本能力等技能型人才必备的实用性知识要求；专业综合理论主要

考察考生对所报专业的理论基础掌握程度。文化素质考试和文化基础考试

采用笔试的方式，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考核采用笔试、面试或实操

方式。

第七章 录取规则

第二十条 执行教育部规定的“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

招生录取严格遵守教育部、省招生办公室的有关政策和规定，以考生的成

绩为基本依据，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德智体美，择优

录取。

第二十一条 录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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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毕业生非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专业的录取办法，按不低于考

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的 50%划定各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依据“专业志

愿优先”原则，在分数线上按考生所报考专业志愿和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

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考生总分相同时，按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体检不合格者不

能被录取。

普通高中毕业生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专业的录取办法，即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物流管理专业

在考生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合格基础上，按考生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计算总分，按不低于 150 分划定各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

依据“专业志愿优先”原则，在分数线上分专业按考生专业志愿和总分从

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考生总分相同时，依次按单科顺序

及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单科成绩的排序顺序为语文、数学、英语。

中职毕业生的录取办法，按不低于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的 50%划

定各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依据“专业志愿优先”原则，在分数线上按考

生所报考专业志愿和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考生总

分相同时，按职业技能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中职业技能考

核成绩低于 90分者、体检不合格者不能被录取。

自主招生拟录取的考生名单需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并在

我校自主招生网站公示，公示期 3天。

第二十二条 拟录取公示过程中若有学生自愿放弃录取则根据专业

名次顺延录取至招生计划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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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公示无异议后，拟录取的考生名单报广东省招生办公室

审核备案，经省招生办公室审核通过的考生方可确认为正式录取。学校根

据省招生办公室审核通过后的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在学校网站上公

示。

第二十四条 学校录取程序透明、公开，录取工作在学校纪检部门监

督下进行。

第二十五条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获得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获一等奖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中等职业学校在

校生，毕业两年内报考我校与获奖项目相应或相近专业，经省教育厅核实

资格、我校考核公示后，可免试录取；获省赛二、三等奖的中等职业学校

在校生，报考我校与获奖项目相应或相近专业，经省教育厅核实资格，可

免考“技能证书”，但仍需参加文化基础知识考试和学校规定的测试，按

正常的录取程序进行录取。

第二十六条 报考我校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考生，可同时参加高考，

参加本科院校录取，但不能参加高职高专层次的录取，也不得参加以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成绩为录取依据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填报本科院校志愿并

被本科院校录取的考生，取消我校自主招生录取资格，不得转回我校，也

不得参加其他高职高专层次的录取。报考我校自主招生未被录取的考生，

可以参加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成绩为录取依据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

第八章 现代学徒制

第二十七条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概述

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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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选择，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途

径，是校企联合办学的一种形式。实施现代学徒制能促进校企的融合，实

现校企一体化育人，为学校提升专业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能力和提高职业院

校的生源质量及人才培养质量的能力开辟了新路径；推动高职院校的内涵

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为企业缓解转型升级中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的难题提

供了新方法，特别是为企业解决岗位技术技能人才选、育、用、留问题找

到了新出路；为学徒构建了一个开放性、个性化在岗学习与提升的平台，

实现学历、能力与职位的多项提升，为个人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和赢得

更多的机遇。

现代学徒制的核心是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具有校企联合双元育

人、交互训教、在岗培养、学徒双重身份、工学交替、岗位成才的特点。

第二十八条 我校 2017 年中药学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实行

招工招生同步的方式，招收普通高中、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第二十九条 现代学徒制实行校企合作自主招生、实施交互联合培养。

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

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2 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大力开展职业

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粤教高〔2016〕1 号）有关要求，

与合作企业共同研制、实施招生招工方案。高职院校主要负责考生报名、

考生资格审查、命题、评卷、录取等工作；录取标准应充分考虑合作企业

的需求，也可以将学生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作为录取或注册的条件之一。

高职院校可根据生源情况对面向高中生、中职生招生的专业计划进行调

整。合作企业主要负责制订招工标准、劳动合同等，并与被录取的学生个

人签订劳动合同，也可以全程参与考核、评价和录取等工作。要着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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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项工作：

1.签好两份合同。与合作企业签订联合办学合同，明确校企双方职责、

分工，包括对学生的管理分工、培养分工以及办学成本分担等。学生要与

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落实学生的企业员工身份，明确学生在企业的工作岗

位和相应的权利义务，对于年满 16周岁未达到 18周岁的学生，须由学生、

监护人、学校和企业四方签订合同。

2.充分保障考生知情权。实事求是做好招生宣传工作，让考生知晓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国家和省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政策和文件，

报考、录取的要求和标准，在校（企业）学习（工作）的时间以及相应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含住宿）条件，合作企业基本情况，学生在企业的

工作岗位和相应的权利义务。

3.报考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考生与合作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后，即具

备双重身份，既是学校学生又是企业的员工。考生与合作企业双方需在录

取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省招办录取审核通过后，考生注册入学前签订。劳

动合同期限应涵盖整个高职录取就读阶段。

4.报考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考生经我校录取后，工作岗位按学校与

企业共同设置的岗位进行培养，其工作待遇严格按照学生与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执行。

5.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及相关要求

序

号

招生

专业
合作企业

招生

计划

数

学制

学费

（元/

学年）

招生对象 招生方式

1 中药学 广州至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5 3 年 15500
高中

应往届毕业生

招工招生

同步

2 中药学 广州至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5 3 年 15500
中职

应往届毕业生

招工招生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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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组织保障及时间安排

第三十一条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我院自主招生工作在省教育厅统一领导、在市教育局协助下进行。负

责制定招生章程，做好报名、报名审核、考试、成绩评定及上报和录取等

工作。中学负责报考考生的组织及高考补报名考生的资格审查、网上确认

高考报名信息等。

第三十二条 精心组织，妥善安排，确保组考工作安全有序

我院按照“省厅牵头、院校负责、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实施原则，

精心组织，妥善安排好 2017 年自主招生工作。我院根据招收对象、特点

和要求，明确工作目标，理清工作思路，落实工作任务，理顺工作流程，

有条不紊地实施好组考工作。认真做好报名、资格审查、命题、考试安全

保密、录取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按计划、高质量完成自主招生试点工

作。加强考务工作过程管理和监控，严格考务实施，严肃考风考纪，规范

技能考试和面试考核环节，自觉接受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第三十三条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宣传发动，创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

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构建公开透明的自主招生信息公开

体系，将招生政策、考生报考资格和报考条件、招生计划、文化素质考试

（或文化基础考试成绩）、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拟录取名单、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和重大违规事件处理结果予

以公开，让广大考生和社会及时获取招生信息，切实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

权益，确保自主招生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在市教育局的协助下，充分利用

媒体、网络等做好自主招生的宣传发动工作。在我院网站上及时公布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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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招生章程、报考资格、成绩发布等，为考生传递全面、真实、准确

的信息，为我院自主招生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三十四条 工作进程及安排

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一天内均须参加普通高中毕业生（非网测

考生）的文化素质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中职毕业生的文化基础考试+

职业技能考核。不另设进入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考核入围条件。具

体安排如下：

2017 年 2 月 15 日-20 日，普通高中及中职学校组织符合报考条件的

考生办理高考补报名手续；

2017 年 2 月 15 日-25 日，普通高中及中职学校组织符合报考条件

的考生自行登陆学院官网（网址：http://www.lnc.edu.cn）报名；

2017 年 2 月 24 日-25 日，到广州校区进行现场审核报名材料并缴交

报名费（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 492 号图书馆一楼招生办）

2017 年 2 月 27 日前，公布通过报名资格审核名单，将参加网测的考

生名单上报广东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广东教育考试服务网)；

2017年 2月28日至3月2日，网测考生登录广东教育考试服务网（网

址： http:// http://gzzs.eesc.com.cn）网上预约测试考点和时间，并

按预约测试考点和时间参加测试；除网测外的其他专业考生登陆学院官网

（网址： http://www.lnc.edu.cn）自行打印准考证；

2017 年 3 月 4 日上午，组织中职考生参加文化基础考试（含综合文

化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和普通高中考生（非网测考生）参加文化素质考

试，3 月 4日下午，组织中职考生参加职业技能考核和普通高中考生（非

网测考生）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自命题）考试，参加试点专业网测的普

通高中考生到各自所预约考点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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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月 24 日前，根据普通高中考生的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适应

性测试（含网测）成绩及中职考生的文化基础考试和职业技能考核的成绩

计算总分，并将考生各科成绩上报省教育考试院。拟录取名单在本校网站

上公示，并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

2017 年 3月 29 日前，高职院校完成自主招生录取工作，并根据审核

通过的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十章 体检要求

第三十五条 参加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必须在 2 月底前参加广

东省普通高考体检，学校公布各专业拟录取名单后，拟录取的考生在 3

月 24 日前向学校提交考生本人的《2017 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考生体格检查

卡》。

第三十六条 学校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

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的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新生注册和复查

第三十七条 经我院自主招生所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缴

交学费注册，逾期未注册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三十八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将对学生进行政治、文化、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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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复查。对在报名和考试过程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纪违规行为者，

将按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二章 奖贷助学金设置

第三十九条 学校设立国家奖学金、学校奖学金等，同时面向家庭经

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在校生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勤工助学

岗位。学校奖学金分一般奖学金及专项奖学金；奖学金奖励标准按照学生

手册相关规定执行，奖励对象为品学兼优的在校生。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每年学院部分学生将得

到国家提供的标准为 8000 元、5000 元、3000 元奖助学金，申请要求详见

《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国家助学贷款：入学当年的 9月份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后确认

为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该贷款，学生填写申请审批表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给学生处，学生处将申请资料报送给银行，银行审核通过后获得贷款，按

规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额度为每年 8000 元。

学院奖学金：学院每年设立专项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其中特等奖学金 5000 元，一等奖学金 3000 元，二等奖学金 1000 元，三

等奖学金 500 元。

高中阶段获地级市以上（含地级市）政府机关评审的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三好学生或国家组织的科技、体育等竞赛

三等奖以上（包括三等奖）获得者，入学后一次性给予 1000-5000 元的奖

学金。注：学生申请新生奖学金 1.同一个学生有多个奖项申请只取最高

奖项予以参评；2.学生申请的同类奖项的相同获奖级别不重复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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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与申诉

第四十条 招生工作的监督申诉

接受纪律监督与申诉的联系部门：

招生监督与申诉办公室 联系人：卜佳锐 吴志坚

电话：020－22305738 传真：020－28219229

电子邮箱：lndw801@163.com

第三十七条 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020－22305555

传真：020－82373351

学校网址：http://www.lnc.edu.cn

招生网址：http://www.lnc.edu.cn/dp/sec/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由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7 年 1月 16 日由

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审议通过，适用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自主

招生工作，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由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授权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招生办公室解释。本章程若与国家和省的规定不一致，以国家和省的

规定为准。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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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7 年自主招生计划表

序号 招生专业名称 学制

面向普

通高中

毕业生

招生

面向中

职毕业

生招生

网测试点

项目（面

向普通高

中毕业生

招生）

现代学徒制 学费

（元/

学年）

校区

计划数 计划数 计划数
招生

对象
计划数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3 20 2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 20 2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3 物联网应用技术 3 20 3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4 电子商务 3 2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5 软件技术 3 30 3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6 通信技术 3 30 20 15800 广州校区

7 动漫制作技术 3 20 90 15800 广州校区

8 药学 3 40 50 15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9 药品生产技术 3 30 20 15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0 中药学 3 30 20

普通高

中应往

届毕业

生

15

15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中职应

往届毕

业生

15

11 护理 3 30 20 15500 广州校区

12 医学营养 3 20 15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3 食品营养与检测 3 20 15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4 工业设计 3 5 10 14500 1 年清远+2 年广州

15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20 3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6 模具设计与制造 3 10 3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7 数控技术 3 5 1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8 会计 3 5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19 物流管理 3 5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20 国际商务 3 5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21 工商企业管理 3 20 3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22 人力资源管理 3 40 5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23 服装与服饰设计 3 20 15500 1 年清远+2 年广州

24 商务英语 3 80 5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25 应用英语 3 40 40 14500 2 年清远+1 年广州

小计 420 710 1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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