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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岭南职院函〔2016〕30 号 签发人：朱家勇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报送

2016 年自主招生章程的报告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6 年高等职业院校自

主招生试点工作的通知》（粤教考函〔2016〕2 号）文件精

神，现将我院 2016 年自主招生章程呈报贵室，请予指导。

附件：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自主招生章程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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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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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做好 2016 年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通知》（粤

教考函〔2016〕2 号）的文件精神及有关规定并结合学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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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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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并报广东省教育厅电子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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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不得与考生家长及无关人员

接触，自觉接受省招生委员会有关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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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应

往届毕业生。

第十五条 报考条件：

（一）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条件

1. 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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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调整方案》（粤

教考〔2008〕28 号）之第三批专科院校（含第三批 A 类、B

类院校）普通类专业录取规定，文科类考生必须参加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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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生物 3 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且考试成绩

中至少有一门达到 C 级及其以上等级；理科类考生必须参加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3 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

且考试成绩中至少有一门达到 C 级及其以上等级。

（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报考条件

1．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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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

2．中职阶段所学专业与我院招生专业直接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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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对应相关技能证书要求

招生专业

名称
中职学校对应专业

对应技能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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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证

书的等

级

发证机

构

数控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051400)、数控车工

（0106）、数控铣工（0107）、数控加

工中心操作工（0108）、数控编程

（0110）、数控电加工（0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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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051100）、

铸造成型（0104）、锻造成型（0105）

模具制造技术（051500）、模具制造

（0117）、模具设计（0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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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操作工，车

工，铣工，钳工，模具

制造工，计算机绘图员、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

造、全国计算机信息高

新技术（图形图像处理、

微型计算机安装调试维

修、应用程序设计编制

模块）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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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0124）、金属压力加工

（050200）、冷作钣金加工（0120）、

金属热加工（052100）、金属热处理

（0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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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技术应用（052200）、

焊接加工（0119）

机电一体

化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051100)、机械装配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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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配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0201)、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051600）、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0123)、模具制造技术(051500）、

模具制造（0117）、模具设计（0118）、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052500）、工

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配与维护

（0206)、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

(052300）、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

（0124)、汽车检测与维修（8002）、

汽车装饰与美容（0406）

维修电工、数控操作工、

钳工、车工、铣工、钳

工、模具制造工、CAD

绘图员、数控铣操作工、

数控车操作工、全国计

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微

型计算机安装调试维

修、应用程序设计编制、

多媒体软件制作、数据

库应用模块）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模具设计

与制造

模具制造技术（051500）、模具制造

（0117）、模具设计（0118）、机械制

造技术（051100）、机械装配（0115）、

机械加工技术（051200）、机床切削

加工（车工）（0101）、机床切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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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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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工）（0102）、机床切削加工（磨

工）（0103）、金属压力加工（050200）、

数控技术应用（051400）、金属热加

工（052100）、金属热处理（0125）、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052500）、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配与维护

（0206)

调维修工、数控程序员、

金属轧制工、装配钳工、

计算机绘图员、计算机

辅助制造（CAM）程序员、

数控铣操作工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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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玉石加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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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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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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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四

级以上

（含中

级/四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应用英语 商务英语（121300）、国际商务 国际贸易业务员、国际 中级/四 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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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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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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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员、

药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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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以上

（含中

级/四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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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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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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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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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酒店管理

休闲服务（110400）、旅游服务与管

理（130200）、会展服务与管理

（130600）、公关礼（180400）、市场

营销（121000）、酒店服务与管理

（130100）、导游服务（130400）、景

区服务与管理（130500）、饭店（酒

调酒师、咖啡师、茶艺

师、前厅服务员、客房

服务员、餐厅服务员、

导游员、全国计算机信

息高新技术（办公软件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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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服务（0504）、导游（0505）、商

务礼仪服务（0506）、休闲体育服务

（0510）、会展服务与管理（0516）、

茶艺（0517）、市场营销（0601）、人

力资源管理（0606）

应用模块）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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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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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电算化员、营销员、

电子商务员、全国计算

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

模块）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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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091400）、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

（09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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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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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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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

（图形图像处理、网页

制作、局域网管理、微

型计算机安装调试维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9

修、应用程序设计编制、

数据库应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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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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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设计员、网页制作

员、计算机系统操作员、

电子商务师、开源软件

开发与应用能力等级证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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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制作员、图形图像

处理模块操作员、多媒

体作品制作员、网络课

件设计师、项目管理师、

企业信息管理师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水平）

考试证书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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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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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级及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

家或省

级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厅及

其授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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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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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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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水平）

考试证书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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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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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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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按摩师、中级美容

师、医药商品营业员（西

药）

化学证书、生物技术基

础证书

B级以

上(含 B

级)

广东省

教育考

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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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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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师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化学证书、生物技术基

础证书

B级以

上(含 B

级)

广东省

教育考

试院

中药

学

药剂（101100）、生物技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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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检验工、食品检验

员、化学检验员、中药

调剂员、中药材养殖员、

中药检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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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化学证书、生物技术基

础证书

B级以

上(含 B

广东省

教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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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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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员、养老护理

员、保育员、育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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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化学证书、生物技术基

础证书

B级以

上(含 B

级)

广东省

教育考

试院

动漫制作

技术

建筑表现（040900）、平面媒体印制

技术（070200）、家具设计与制作

（071500）、计算机应用（0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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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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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发行（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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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游戏制作（0305）、计算机动

画制作（0306）、计算机广告制作

（0307）、多媒体制作（0308）、工业

美术基础

广东省

教育考

试院

要求 B

级以上

(含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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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厅及其

授权单

位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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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

中级以

上(含中

级)技能

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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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1407）、美术绘画（1408）、室

内设计（1405）、动漫设计与制作

（8010）

理模块(3D MAX 平台)

图象制作员、视频编辑、

多媒体软件制作

书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

试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部及信

息产业

部

中级以

上(含中

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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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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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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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及

以上（含

中级）技

能等级

证书

国家或

省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厅

及其授

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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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招生计划

第十六条 自主招生专业与计划

（一）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专业及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对象 学制 计划数 学费（元/学年）

数控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模具设计与制造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工业设计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商务英语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应用英语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国际商务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人力资源管理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酒店管理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工商企业管理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100 1450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软件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物联网应用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药学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药品生产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中药学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护理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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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制作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通信技术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社会工作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合计 1100

说明：1. 工商企业管理分为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企业管理、质量管理

三个专业方向，其中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方向三年在广州校区上课，企

业管理、质量管理方向第一、第二学年在清远校区上课，第三学年在广

州校区上课。2.护理、动漫制作技术、通信技术、社会工作专业三年在广

州校区上课；工业设计第一学年在清远校区上课，第二、第三学年在广州

校区上课。其它专业第一、第二学年在清远校区上课，第三学年在广州校

区上课。3.住宿费标准：1200-2200 元/年（以省物价部门批文为准），

按实际入住的标准收取。

（二）招收中职毕业生的专业及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对象 学制 计划数 学费（元/学年）

数控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工业设计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商务英语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应用英语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国际商务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酒店管理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工商企业管理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100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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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软件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4500

药学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药品生产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中药学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护理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100 15500

动漫制作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150 15500

通信技术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3 50 15500

合计 1150

说明：1. 工商企业管理分为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企业管理、质量管理三

个专业方向，其中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方向三年在广州校区上课，企业管理、

质量管理方向第一、第二学年在清远校区上课，第三学年在广州校区上课。

2.护理、动漫制作技术、通信技术、社会工作专业三年在广州校区上课；工

业设计第一学年在清远校区上课，第二、第三学年在广州校区上课。其它专

业第一、第二学年在清远校区上课，第三学年在广州校区上课。3.住宿费标

准：1200-1800 元/年（以省物价部门批文为准），按实际入住的标准收取。

第六章 报考类别

第十七条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报考类

别

1.应往届毕业生报考类别均为普高类和中职类，考生可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报考我院各招生专业 1－2 个专业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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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录取工作的各个阶段，将根据成绩按专业分别进行考生排

名；

2.考生必须参加专业技能考核或面试。

第七章 报名方式

第十八条 报名方式及程序

本次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的方式。通过网上报

名后，本人须在指定时间到我院指定地点办理报名信息确

认、证明材料原件审查、缴交报名费等相关手续，否则报名

无效。具体程序如下：

（一）准备工作

认真阅读招生简章及须知，准备报考所需材料、电子相

片；未获取高考报名号的考生可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3 月

20 日在所就读的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原高考报名点）办理

高考补报名手续，未设高考报名点的学校的应届生及其他往

届生可到户籍所在地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

（二）网上报名

2016 年 3 月 10—21 日，考生可根据本人的报考条件，

登录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主页“自主招生”专栏进行考生

注册、报名，并在相应招生类别中自行选择 1-2 个专业志愿，

填报相关信息，上传电子相片，经工作人员网上初审通过后

打印报名表。

（三）现场审核确认

考生于 2016 年 3 月 26—28 日期间，凭普通高考报名回

执及有关报名材料，到我校广州校区招生办公室确认报名资

格、审查材料，并缴交报名费（考生先缴交笔试费用；笔试

通过后再缴交面试或专业技能考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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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持报名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均为 A4 纸

规格），交我校工作人员进行审查、验证原件，收缴复印件

（注：所有考生的材料须经所在学校审核并注明“此件与原

件一致”，且加盖所在学校公章确认）。

（四）名单公告

我校依据招生章程审核考生提交的材料，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前在我校网站主页“自主招生”专栏上公布报考资格

审核通过名单，考生可自行查询。

（五）打印准考证

2016 年 4 月 6-8 日，考生可在我校网站主页“自主招生”

专栏打印“综合文化考试”准考证（4 月 9 日考试）；

2016 年 4 月 13-15 日，考生可在我校网站主页“自主招

生”专栏打印面试或专业技能考核准考证（4 月 16-17 日考

试）。

第八章 考试形式

第十九条 考试形式

我校自主招生根据报考生源的不同，实行分类考试、综

合评价。具体内容如下：

（一）普通高中毕业生考试形式

1. 实行“综合文化考试+面试”的考试形式，综合文化

考试和面试的权重比例为 2：1；

2. 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为 300 分，其中综合文化

考试满分值为 200 分，面试满分值为 100 分；

3. 综合文化考试采用笔试的方式，考试内容以综合能

力测试为主，内容包括语言应用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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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应用能力、综合解决问题能力、职业道德基本要求、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知识、人际交往基本常识等；

4. 面试重点了解和考查考生的专业兴趣、专业潜能及

综合素质等情况。

（二）中职毕业生考试形式

1. 中职毕业生实行“综合文化考试（含综合文化知识

和专业综合理论）+专业技能考核”的考试形式，综合文化

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专业技能的权重比例为 4:3:3；

2. 考生入学测试总分满分值为 500 分，其中综合文化

知识考试满分值为 200 分，专业综合理论考试满分值为 150

分，专业技能考核满分值为 150 分；

3. 综合文化考试采用笔试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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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综合理论等技术技能人

才必备的实用性知识要求；

4. 专业技能考核采用实操方式，重点测试考生的专业

基本实践能力、专业基础知识应用能力。

第二十条 考试时间安排

序号 日期 对象 科目

1 4 月 9日 普高类、中职类 笔试

2 4 月 16－17 日 普高类、中职类 专业技能考核或面试

第二十一条 免试、免考指南

在校期间参加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由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广

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的中等职业学校毕



20

业生，在毕业两年内，所学专业、获奖证书项目与我校招生

的专业对口，经广东省教育厅核实资格、我校考核公示后，

可免试录取。获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二、三等奖的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毕业两年内，所学专业、获奖证书

项目与我校招生的专业对口，可免考相关专业“技能证书”。

符合中职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免考“技能证书”条件的

考生，报名时须向招生院校提交获奖证书原件，学校应根据

考生的证书类型组织相关认定或测试，根据认定或测试结果

确定是否给予免试、免考“技能证书”，并在本校招生信息

网公示。

第九章 录取规则

第二十二条 严格执行教育部和广东省制定的招生政策

和规定，深入实施“阳光招生工程”，坚持“六公开”和“六

不准”，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

第二十三条 录取办法

1. 根据笔试成绩，依据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按照

1:1.5 的比例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面试的考生名单

和专业技能考核的考生名单，若第一志愿名额未满则从第二

志愿增补；

2. 普通高中考生总分＝综合文化考试成绩+面试成绩；

中职考生总分＝综合文化知识考试成绩+专业综合理论

考试成绩+专业技能考核成绩；

3. 录取按“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根据考生所填报

专业志愿按考生总分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在专业第一志愿未

录满的情况下，从第二志愿报考该专业且已参加面试但未被

录取的考生中择优录取。考生总分相同时，面试成绩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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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成绩高者优先录取。其中，体检不合格者不能被录

取。

4. 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拟录取的考生名

单，进行公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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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录取考生名

单在我校主页“自主招生”专栏公布；

6. 办理正式录取手续，寄录取通知书。

第二十四条 拟录取考生名单于 5 月 5 日左右公示，公

示期为 5 天，经公示无异议后，拟录取考生名单上报广东省

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根据审核通过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

按文件规定，凡被我院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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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本科院校志愿并被本科院校录取的考生，取消录取资

格，不得转回我院。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得转

学或者转专业。

第十章 录取体检标准

第二十五条 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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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残障的考生，若其生活能够自理、符合所报

专业要求，且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则予正常录取。

第十一章 新生注册和资格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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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经我院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时

间内办理入学注册手续。逾期未注册者，取消入学资格。新

生入学后，学校以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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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对新生进行身体

健康状况复查，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

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七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将对新生进行资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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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十二章 收费标准

第二十八条 学生学费、住宿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

教育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部门有关文件执行。

学费标准：药学、药品生产技术、中药学、护理、动漫制作

技术、通信技术专业 15500 元/年，其他专业 14500 元/年。

住宿费标准：1200-2200 元/年（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

价部门批文为准），按实际入住的标准收取。

第十三章 资助学生政策

第二十九条 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助学措

施按照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我院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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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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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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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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奖以上获得者，入学后一次性给予 1000-5000 元的奖学金。

第十四章 组织保障

第三十条 学院成立由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自

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凡属考试、

录取中的重大问题，一律经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三十一条 命题、考试与评卷在省教育厅和教育考试院

的指导、监督下由我院组织实施。按照“阳光工程”的精神

和要求，严格保密制度，贯彻“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

则，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十二条 选派政策水平高、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派

的教职人员参加录取工作。凡有直系亲属当年报考者不得参

与招生考试工作。

第三十三条 监督投诉部门实施全过程监督，招生政策、

考生报考资格和报考条件、招生计划、笔试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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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事件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第三十四条 加强招生考试人员的培训和政策宣传工

作，实施“阳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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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时间安排

第三十五条 时间安排

（一）2016 年 3 月初，上报自主招生方案和章程；

（二）2016 年 2 月 28-3 月 18 日，进行招生宣传，同时

对外公布考试大纲；

（三）2016 年 3 月中旬，向社会公布自主招生章程；

（四）2016 年 3 月 16-20 日，未获得高考报名号的考生

在所就读的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原高考报名点）办理高考

补报名手续，未设高考报名点的学校的应届生及其他往届生

可到户籍所在地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

（五）2016 年 3 月 10-21 日，考生在学院的网站上进行

网上报名；

（六）2016 年 3 月 26－28 日，考生来我校广州校区招生

办公室现场确认报名资格、审核材料，并缴交笔试费用；

（七）2016 年 4 月 1 日，网上公布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

名单；

（八）2016 年 4 月 1 日，网上公示免试、免考考生名单；

（九）2016 年 4 月 6-8 日，考生网上打印综合文化考试

准考证；

（十）2016 年 4 月 9 日，学校组织统一笔试（综合文化

考试）；

（十一）2016 年 4 月 13 日，考生网上查询笔试成绩，

公布参加面试及专业技能考核考生名单及各类别、各专业入

围最低分数线；

（十二）2016 年 4 月 13-15 日，考生网上打印面试或专

业技能考核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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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016 年 4 月 16-17 日，学校组织面试及专业技

能考核；

（十四）2016 年 5 月 5 日左右，在我校“自主招生专栏”

公布考生面试或专业技能考核成绩，并且公示拟录取考生名

单。公示后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

（十五）公示无异议后，2016 年 5 月 10 日左右，报广

东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

（十六）2016 年 5 月 10 日左右，根据广东省招生办公

室审核通过的名单，网上公布正式录取名单，办理正式录取

手续，发放录取通知书，完成自主招生工作；

（十七）2016 年 9 月，与普通高考录取新生同步办理报

到、缴交学费、注册入学等手续，具体时间安排以公布为准，

请考生随时关注学校自主招生专栏。

第十六章 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与申诉

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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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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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本章程由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6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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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自主招生工作，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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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