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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五年一贯制高职“专转本”招生简章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五年一贯制高职（高师）“专转本”工作的通知》（苏教学

函 [2020]4 号）的文件精神和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考试工作要求，为做好我校 2020 年选拔优秀五年一

贯制高职学生转入本科学习（以下简称“专转本”）的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工作原则，将有关

招生考试录取办法公布如下。

一、学院简介

我校为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公办本科普通高等学校，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学校始于 1927 年 3 月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并任校长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位于六朝古都南京市，坐落在风景优美

的江宁大学城。九十多年来，学校秉承“教学做合一”的办学理念，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一

所以教师教育为特色，拥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9 个学科

门类，58 个本科专业，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品牌大学。

二、选拔对象

列入省普通招生计划、经市招生部门按规定程序正式录取在本省各类学校的五年一贯制高职的五年级在籍

注册学生，经所在学校按要求推荐，均可参加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

三、报名办法

1. 报名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 -5 月 14 日。

2. 报名条件：

（1）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

（2）所学专业符合我校各招生专业的要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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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报名程序：

（1）考生所在推荐学校公布通知，并将通知要求传达到符合条件的每一名学生；

（2）推荐学校在考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班主任推荐，系部初审后上报推荐学校，由推荐学校审定推荐

名单；

（3）推荐学校确定推荐名单后，在校内醒目处或官网上张榜公示五天；

（4）推荐学校将公示无异议的学生信息报送至我校。

4．报名办法：

符合报名条件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采用网上报名。学生登录“江苏省五年一贯制专转本报名系统”（网

址：https://wnzzzb.jseea.cn/）对照《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进行网上报

名。报名流程详见网站说明。报考我校“专转本”的考生可根据自己在专科阶段所学专业情况及我校“专转本”

招生专业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要求，填报我校的一个专业志愿及是否服从志愿。考生须对报考信息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如因考生本人填报及核对有误而对录取产生的不利影响，由考生本人负责。

5. 报名审核：

推荐学校根据报名条件负责审核报名学生的资格，同时汇总报名学生信息，于 5 月 26 日前将推荐报名汇总

表（须盖学校公章）纸质稿和电子稿（Email： zhaosheng@njxzc.edu.cn）报送至我校。

四、招生专业和计划

2020 年我校五年一贯制高职“专转本”招生计划表

序号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学费 ( 元 / 年 )

1 秘书学 30 5200

2 旅游管理 30 5200

3 物流管理 35 5200

4 软件工程 25 5800

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5 5800

6 食品科学与工程 25 5800

7 地理信息科学 25 5500

8 应用化学 25 5500

9 视觉传达设计 25 6800

注：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等要求详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五年一贯制高职（高师）“专转本”

工作的通知》.( 苏教学函 [2020]4 号）

五、考试安排

（一）考试科目

各招生专业的考试科目共计 3 门：分别为英语、专业科目一、专业科目二。英语科目为全省统一考试。每

门科目满分 100 分，总分 300 分。考试时间：每门科目 90 分钟。

2020 年我校五年一贯制高职“专转本”各招生专业考试科目一览表

                              考试科目
       招生专业 公共课 专业科目一 专业科目二

秘书学

公共英语

秘书实务 大学语文

旅游管理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 旅游学概论

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 管理学

软件工程 C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基础理论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子技术基础 电路基础

食品科学与工程 微生物学基础 食品营养学

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人文地理学

应用化学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视觉传达设计 素描 色彩

公共英语为全省统一考试科目

南京晓庄学院 2020 年五年一贯制 1高职“专转本”考试录取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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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2020 年 6 月 14 日。

具体考试组织工作，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三）收费标准

根据省财政厅、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每位考生报名费 10 元，统考费每科 45 元，参加考试的学生每人共交

纳考试费 145 元。

六、录取政策

录取工作在我校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本着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制定录取办法。

定向专业：达到省教育厅统一划定的英语最低录取分数线且两门专业科目总分不低于 120 分，按照考试三

门科目累计总分从高分到低分顺序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三门科目累计总分相同情况下，按照两门专业科目合

计分数排序；两门专业科目合计分数相同情况下，按照专业科目一分数排序。如符合定向专业录取条件的生源

不足，多余计划调入同专业（非定向）中。定向生源数大于定向计划时，超出定向计划部分的考生依据同专业（非

定向）录取规则进行录取。

非定向专业：达到省教育厅统一划定的英语最低录取分数线后，按照考试三门科目累计总分从高分到低分

顺序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三门科目累计总分相同情况下，按照两门专业科目合计分数排序；两门专业科目合

计分数相同情况下，按照专业科目一分数排序。

对录取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身体健康，符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

部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有关规定。

拟录取结果于 6 月 24 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经省教育厅审核后确定录取名单，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与所报专业相关、行业共认的专业技能大赛，全国比赛前二十名或

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省级比赛前十名或一等奖获得者，且获得参加选拔资格的学生，同分情况下我校优先录取。

其中，全国比赛前十名或一等奖获得者、省级比赛前三名、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以上获得者，在累

计考试总分时加 10 分附加分（各奖项不重复加分，附加分 10 分只加一次）, 累加后同分情况下优先录取。学生

获奖证书和相关文件复印件加盖学校印章后在报名时提交给我校。

七、转入和培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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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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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不办理入学手续。“专转本”学生统一转入本科三年级学习。

（三）“专转本”学生学费与我校同专业学生实行相同标准。

（四）我校将根据五年一贯制生源情况和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点，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单独组建班级，

制定和实施教学计划、单独组织教学、单独进行教学评价，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八、学籍管理与就业

（一）“专转本”学生，由推荐院校和我校按照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转出和接收手续。

（二）“专转本”学生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三）“专转本”学生除国家和省有明确规定的，享受与我校本科生同等待遇。“专转本”学生毕业证书

内容要按照国家规定填写。

（四）“专转本”学生毕业时，按国家有关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政策执行。

九、联系我们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 3601 号（南京晓庄学院方山校区）邮政编码：211171

咨询电话：(025) 86178292、86178288（传真）        联  系  人：陈老师      沈老师

电子邮箱：zhaosheng@njxzc.edu.cn          监督电话：(025) 86178111

招办网址：http://zhaosheng.njxzc.edu.cn

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二级学院 招生专业 联系人 咨询电话

1 文学院 秘书学 佘老师 15751851086

2
商学院 物流管理

魏老师 15751851082

3 鲍老师 18905193919

4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谢老师 15751851106

5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陈老师 18168062513

6 秦老师 18168062532

7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何老师 15751851083

8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贲老师 15751851089

9
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应用化学

刘老师 15751851087

10 薛老师 18905193920

11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陈老师 1575185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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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诗词听写大赛”、“职业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秘书学专业学生曾荣获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团体

奖一等奖和个人奖一等奖。近年来我院毕业生就业率均

在 98% 以上，向社会输送 3000 余名适应中、小学教学

需要的高素质师资和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优秀人才，受到

用人单位的欢迎；有 200 余人考取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悉尼大学等国内外重点高校研究生或公

务员、选调生、村官等。

文学院将继续秉承“明德崇美，博学笃行”的院训，

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更高、更强、更和谐”的目标

而不懈努力！

专业介绍

秘书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育掌握从事秘书工作的基

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胜任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各类社会组

织和机构的秘书岗位或宣传、策划、人事、公关、编辑、

新闻出版等相关工作岗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中国秘书史、

文书学、秘书写作、管理学原理、公共关系学、档案管

理学、秘书礼仪、办公自动化及应用、现代汉语 (1)、现

代汉语 (2)、写作 (1)。

就业去向：主要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中从

事秘书工作或宣传、策划、人事、公关、编辑、新闻出

版等相关工作，也可以考研、考编，有着较广阔的就业

发展前景。

学院网址

http://wxy.njxzc.edu.cn/

学院及专业介绍 2COLLEGE AND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文学院01

学院简介

文学院是学校历史最为悠久、办学实力最强、文化

积淀最为深厚的学院之一。现设有汉语言文学、秘书学、

汉语国际教育、小学教育（语文方向）等专业，全日制

在校生近 1400 人。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4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20 人，博士 35 人。其中 1 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1 人为江苏省优秀教师，2 人为江苏

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 人为江苏省“333 工程”

第二、三层次培养对象，3 人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1 人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6 人被聘为东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

导师。

文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专业建设为重点，学科

与专业和谐共进，各专业协调发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10 余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出版专著 30 余部，发表论文 1200 余篇，其

中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中

国语文》《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的有 200 余篇。

有30余项成果获市厅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语言文学”为江苏省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

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为省级精品课程，“汉

语言文学”为省一流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为校一流

专业，“秘书学”为院 OBE 改革试点专业。“汉语国

际教育”为学校申硕培育点（专业硕士）。推行专业主

辅修制，鼓励学生修读第二专业。实施了“南京市小学

语文教育支持工程”和“江苏文学研究与传播工程”。

文学院“十二五”期间荣获学校“教学先进集体”、“科

研与学科建设先进集体”、“学生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办学特色

文学院高度重视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建设，深化

OBE 教学模式改革，全力打造第一课堂“文学院金课

2.0 工程”, 开办有“卓越语文教师培养试验班”。重视

国际化开放办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霍普金斯公立学区

（Hopkins Public Schools）、印度尼西亚印多努莎大学

建立了海外实践教育基地，参与西班牙卡米亚斯大学学

分互认项目，每年均有 3% 以上学生赴海外学习。

文学院学生党团组织形成“一会一部一中心”格

局（学生会、PU 部门及社团管理中心），拥有七个学

生专业社团，其中“晨钟文学社”为省级优秀社团，自

办刊物《晨钟》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实施了“第一课

堂向第二课堂延伸工程”。积极打造“中华经典诵读工

程”，学院通过举办“读书文化节”、“秘书节”、“汉

 江苏省重点建设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中期检查专家评议会

 卓越语文教师试验班开班典礼

 赴美国明尼苏达州霍普金斯海外实践基地实习

 第九届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

 秘书形体礼仪暨秘书工作情景展示大赛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秘书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  秘书学专业企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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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02

学院简介

商学院现设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与金

融、财务管理、物流管理、行政管理、电子商务等 7 个

专业。学院现有教职工 69 人，专任教师 54 人，其中博

士及博士在读人数占专任教师的 74%，具有高级职称教

师占比 50%。学院建有 6 个中央财政支持项目实验室：

跨专业综合实验室、智慧金融与金融云创新实验室、财

务会计信息化创新实验室、智能物流与供应链实验室、

物联网与自动识别技术应用实验室和跨境电商创新创业

就业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 2000 余平米，为科学研究

和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提供支撑平台。

近年来，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

研究计划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软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等研究项目 10 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多篇、在国内重点出版社出版教材 15 本，研究成

果多次获省市奖励。

教师承担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 项，江苏

省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建设课题 1 项，南京市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基地项目 1 项；获全国高校微课教学

比赛三等奖 1 项，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1 项；指导多名学生毕业论文获江苏省普通高校

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篇。

学院重视国际化办学，与新西兰梅西大学、美国加

州浸会大学、加拿大安大略理工大学、台湾东吴大学、

韩国又松大学国际商学院等国外高水平大学建立合作关

系，每年输送教师与学生赴国外访学交流和深造，为师

生搭建国际化的教学和科研平台。目前学院与印尼印多

奴沙等大学合作举办的“2 ＋ 2”来华留学学分互认项

目已培养 5 届毕业生。

学院秉承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办学理念，以

学生为中心，重视对学生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学生多次在全

国比赛中荣获金奖、一等奖等各类奖项。学院与苏宁集

团、用友新道、浙江同花顺、中国银行、江苏航信、汇

鸿集团、江宁地税局等 30 余家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毕业生就业岗位分布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银行、证券、贸易公司、物流企业、保险公司等企事业

单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和欢迎，近几年毕业

生平均就业率在 96% 以上。学院考研氛围浓厚，2019

届毕业生 55 人考取国内研究生，其中多名学生被南京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录取；5 人

赴诺丁汉大学、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等境外高校深造；

20 余人录取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

学院与南京市方志办合作开展溧水大轰炸幸存者

寻访主题教育活动。收录学生团队寻访成果的《铁证如

山——侵华日军溧水大轰炸实录》一书已出版。与南京

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合作，带领学生参与了国家

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收录团队寻访成果的

国家重点图书《历史与记忆——117 户南京大屠杀受害

家庭（族）微观史调查与研究》已出版。组织学生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江苏省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组织学生参与寒暑期社会实

践，多次荣获省、市级荣誉。学院“晓爱志愿服务团队” 

获江苏省第二届志交会优秀参展项目。学院分团委 2 次

荣获南京市五四红旗团总支。近三年来，学院学生团体

及个人在各类比赛中获得荣誉，国家级 67 项、省级 40

项、市级 32 项；开展的各项活动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

国家级 27 篇、省级 22 篇、市级 30 篇。

面向未来，学院将立足南京，面向长三角，契合国

家战略，服务地方需求，坚持走内涵提升发展道路，着

力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服务地方功能。

专业介绍

物流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具有现代物流管理、供应链管

理、物联网技术、自动识别技术、管理学等方面专业知识，

具备扎实的数学和外语基础、掌握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

物流实操技能过硬，善沟通、有团队意识、积极进取、

责任心强，有创新设计和组织能力，能在流通型企业、

物流企业（仓储、运输及第三方物流企业和国际贸易等

企业）、制造型企业，运用现代物流科学技术，从事企

业物流管理、物流企业管理、物流市场营销、物流配送、

运输组织、仓储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物流学、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管理、

生产物流管理、现代仓储管理与库存控制、运输与包装

管理、配送管理、采购管理。

就业去向：商业企业（如：苏宁、沃尔玛、星巴克、

宜家、麦德龙等）、电子商务公司（如：亚马逊、京东、

滴滴等）、国际贸易企业、生产制造企业、供应链及第

三方物流公司（如：洋森供应链、青麦供应链、越海全球、

德邦、顺丰等运输、仓储、配送、货运以及货代等）。

学院网址

http://jgy.njxzc.edu.cn

 物流管理专业见习

 “挑战杯”江苏省决赛获奖团队合影

2019 年全国大学生条码知识竞赛金奖

 2019 级新生专业宣讲会  2019 年商学院跨年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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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由原南京晓庄学院社会发展学

院于 2014 年 12 月更名而来，目前设有旅游管理、酒店

管理、社会工作和历史学（师范）四个专业。其中，社

会工作专业名气最“响”，为省级一流专业；历史专业

学术底蕴最“深”，师范专业办学历史悠久；旅游管理

专业规模最“大”，为校级品牌专业；酒店管理专业国

际形象最“范”，拥有多个海外实习基地。

学院现有教职工 40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3

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7 人，现有在校学生近 1000

人。学院聘请华盛顿州立大学 Ming-Hsiang Chen 教授

担任名誉院长。拥有 1 个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拥有“六朝研究所”等 4 个研究机构，有南京乐众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等 3 个社会服务机构和 1 个社会调查中心。

承担学校“应用文科”专业转型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综

合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专业设置对口社会发展需求，

人才培养对口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科学研究对口

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毕业生综合就业能力较强，

就业率高。

办学特色

学院以应用性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助人自助，

以做为本”的办学宗旨，在实践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

特色显著。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把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行

动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坚持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结合起来，在服务中学习，在行动中成长。南京

市教育局授予学院“优秀教师志愿服务组织单位”，社

会工作专业的“服务性学习”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品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03

牌项目，“雨花台烈士陵园志愿讲解队”获得“南京市

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荣誉称号，数十支大学生志愿

者、社会实践团队和社会服务项目常年运行。2019 年

学院参加了江苏发展大会和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志愿

服务，获得团省委授予的“志愿者工作先进集体”。

学院现有 30 多个校内外实习基地，12 个校外社会

工作服务站。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拥有社会工作

实验室、模拟导游实验室、餐厅实训室、客房实训室、

酒吧实训室等标准实验室，实践教学设施先进。

专业介绍

旅游管理专业

优势与特色：旅游管理专业积极实践“知行合一、

产教研融合”的办学理念，先后获批南京市属人才培养

创新实验基地、校级品牌专业、校级重点建设二级学科

以及多项产教融合发展项目。学院建有模拟导游、礼仪

等多个实训基地，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江苏国际

旅行社等集团为校外实习基地。学生专业技能优势明显，

中、英文导游资格证考试通过率居同类院校前列，在全

国高校专业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专业引进美国华盛顿

州立大学优秀师资开设旅游市场营销等国际化课程，学

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可赴阿联酋、美国、英国等高校学

习交流并能实现海外就业，为学生考研升学提供有力支

持。

就业去向：各级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职业教育、

旅游策划、旅游电子商务服务与运营、旅行社经营与管

理、旅游景区运营管理、酒店经营管理等工作。

学院网址

http://shfzxy.njxzc.edu.cn/

 2019 年江苏发展大会志愿团队

 2019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富有特色的毕业典礼

迪拜游学实习校企合作

 “南京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雨花台烈士陵园志愿讲解队”

 2019 年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志愿团队  2019 年全国旅游院校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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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04

学院简介

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99 人，

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34 人，具有博士学位 27 人，江

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1 人，江

苏省“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7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是教育部”双万计划”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近 3 年来，学院教师出版教材专著 26 余部，发明专利

38 项，著作权 14 项，发表论文 550 余篇，其中 SCI、

EI 收录近 240 篇，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

级等项目 50 余项。

近年来，学院重视专业社团建设、开放实验室、学

科竞赛和创客中心建设，育人成果显著，在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中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挑战杯”、“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程序设计竞赛以及江苏

省举行的各类竞赛中，获得奖项 350 余项次，其中在挑

战杯赛事中，获国家级铜牌 3 项，省级特等奖 1 项、金

牌 1 项、银牌 2 项、铜牌 3 项 ; 在 ACM-ICPC 等国际

级程序设计大赛中屡获佳绩，共获银牌 2 枚，铜牌 9 枚。

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一直秉承陶行知先生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坚持“知行合一，理工并举”

的办学理念，注重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

意识的培养，以“四年一贯制”、“全方位”校企联合“嵌

入式”、“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等人才培养为平台，

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国际化”的创新

型应用人才。

重点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数学学科

本科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信息与计算科学

科研平台

江苏省人工智能 + 教育工程中心

江苏省基础教育资源网络化工程技术中心

南京市基础教育资源网络化工程技术中心

南京市可信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重点实验室

南京市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南京市基于教育云的人工智能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实践平台

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江苏微软晓庄技术中心

南京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基地

南京市机器人创客教育基地

苹果区域培训中心

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办学特色 

专业介绍

软件工程

培养目标：软件工程专业是校重点建设专业、江苏

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江苏省“嵌入式

人才培养”专业，本专业旨在培育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

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熟悉软件工程

专业主要工作领域，掌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基础知识，

掌握软件工程基础理论知识、软件工程专业的基础知识，

具有软件开发能力以及软件开发实践的初步经验和项目

组织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较高的社

会适应性，能够在软件开发业、计算机系统设计服务业、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从事软件设计、开发、

应用与研究的应用型工程人才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

主干课程：C 程序设计、算法与数据结构、操作系

统原理、微机原理及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系统原理、Java 程序设计、软件系统设计与体系

结构、基于 Web 的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人工

智能、软件工程导论、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等课程。

就业去向：在政府机关，各级中小学，教育培训机

构，企事业单位里从事各种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教育、

分析、开发、测试维护、工程管理等相关工作。

学院网址

http://ie.njxzc.edu.cn/
 毕业生合影

 国际交流  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
调研学院学生创业项目

 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

 互联网 + 参赛团队与刘延东副总理合影

师生合影

 学生参加国家级机器人比赛  运动会合影

 国际高水平学科竞赛获奖

 志愿服务项目受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尹冬梅同志关注

 双创实践基地和创客中心掠影

 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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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学院05

学院简介

电子工程学院现有教职工 68 人，专任教师 45 人，

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等副高职称 17 人，专任教师中

博士 33 人，硕士 11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3 人，入选“333 工程”培养对象 1 人，学院教师出版

教材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80 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

及横向课题 30 余项。

学院拥有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电子

科学与技术、南京市属高校“十三五”重点学科——光

学工程、校一级建设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校一级

扶持建设学科——物理学。南京市属高校“十三五”重

点实验室：激光技术与光通信。南京市属高校科技创新

团队——光电材料研究与应用科技创新团队、校级优秀

科研创新团队——光电材料研究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

校级优秀教学团队——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团

队。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校级重点建设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校重点扶持建设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南

京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基地——电子信息类

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基地、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等教学和科

研平台。

学院注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深化校企

合作。学院和南京龙渊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集成

电路产业服务中心、Arm 中国创新教育中心、西门子 ( 中

国 ) 有限公司、台达集团——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南京市百

家湖中学、南京市上元中学、南京市竹山中学等多家企

业单位和学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学院始终坚持以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为根本，

注重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

“第二课堂”教学。近三年，我院学生分别在“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飞思卡尔杯智能车竞赛”、“全国信息技术应用

水平大赛”、“全国机器人大赛”、“江苏省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中获奖 70 多项，参加学生每年近百人次，

学生申请并授权实用性专利 40 多项，获得 10 余项省大

学生创新项目。

专业介绍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育具有主体发展意识、社

会责任感和专业探究精神，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系统

掌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熟悉

现代电子技术、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

能适应电子信息科学飞速发展，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

适应能力，可以在电子信息类的相关企业中从事各种电

子部件、设备、及系统的开发、设计、测试、制造、维

护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信号与系统、数字信

号处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通信原理、通信电子线路、

电磁场与电磁波、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嵌入式系统基础、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等。

就业去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个宽口径

的专业，包括电子科学技术和信息科学技术两项内容，

学习内容涉及电子学、信息技术、计算机三大知识板块。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电子信息类的相关企业中，从事

电子产品的生产、经营与技术管理和开发工作。主要面

向电子产品与设备的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从事各种电

子产品与设备的开发、设计、装配、调试、检测、应用

及维修技术工作，还可以到一些企事业单位一些机电设

备、通信设备及计算机控制等设备的安全运行及维护管

理工作。还可以在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等方向继续考研深造。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十三五期间已重点投入了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现代通

信和网络、超小型片式元器件、物联网、应用电子装备

等产业的发展，而这些都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就业领域。在这里，你们有梦想能放飞、有作为能出彩，

我们热切期待着您的加入！

学院网址

http://pe.njxzc.edu.cn/

 电工院第七期青马工程初级培训班

 代表学校参加 2019 年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荣获国家二等奖

 电工院教师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参加 2019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

暨国际公开赛喜获佳绩

 青春校园行——参加校园迎新跑

 春晖奖学金颁奖仪式——由优秀校友

顾春辉女士资助

 与祖国同行，同青春共进——

电工院主题团课

 电工院学生赴韩国游学

 通信、电信教研室青年教师参加华为物联

网技术师资培训班  电信专业学生参加嵌入式人工智能报告会

 电工院篮球队获得“三连冠”  电工院第 5 次蝉联校运会团体冠军

 电工院组织学生开展金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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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主要实践性环节：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论文

修业年限：本专业学籍管理实行弹性学分制，基本

学制为四年，允许学生在三至六年内（不包括休学时间）

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可缩短或延长学制。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专业特色：以应用化学与分析技术行业相结合的办

学理念，强化专业内涵和国际化建设，构建“专业实验 -

见习实习 - 毕业论文 - 就业创业”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

模式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就业去向：学生毕业后可进入企事业单位、科研机

构，从事分析方法研究、食品、药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环境监测、工业产品分析及精细化学品生产与质量管理

等工作或自主创业。也可报考化学、应用化学硕士或相

关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

强能力”为指导原则，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地理学

基础知识，掌握地理信息科学、遥感、测绘、计算机基

础与应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利用

GIS 技术解决空间信息问题的能力；能够在资源管理、

测绘、信息技术（IT）、灾害监测、环境保护、城乡规

划与管理、交通运输、教育科研等领域和相关部门从事

地理信息采集、处理、建库、分析、工程化应用、计算

机地图编绘、软件开发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科技人才。

主干学科：地理学

主要课程：普通测量学、地图学、遥感概论、地理

信息系统原理、GIS 空间分析、空间数据库、遥感数字

图像处理、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

主要实践性环节：地理学综合野外实习、测量综合

实习、空间数据库课程设计、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

课程设计、WEBGIS 课程设计、GIS 综合实习、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设计）

修业年限：本专业学籍管理实行弹性学分制，基本

修业年限为四年，学生可在 3-6 年内（不包括休学时间）

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专业特色：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基于“大爱、奉献、

求真、实践”的行知精神和OBE教育理念，建设课程教师、

项目导师、企业工程师教学团队，以科研项目、专业实

践项目、大创项目、专业竞赛、专业社团为载体，着力

培养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推行“四位一体”实践

教学模式，实现理论 - 实践衔接、实践 - 就业对接，培

养 GIS 理论扎实、素养全面的高水平应用型专业人才。

就业去向：毕业生可进入自然资源管理等政府部门、

地理信息、IT 和互联网企业，从事自然资源国情调研、

空间信息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空间规划编制、国土调

查等政府管理工作。也可报考地学类专业或相关学科的

硕士研究生。

学院网址

http://hky.njxzc.edu.cn/

环境科学学院06

 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

化工实验大赛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生练习无人机航拍

 应用化学专业部分实验室及分析测试

中心部分大型仪器

 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参加中英师生学术交流活动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生参加第八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
 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参加江苏省大学生

创业大赛

学院简介

南京晓庄学院环境科学学院是一个拥有多专业、多

学科，以理工类为主的综合性学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 99 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36 人。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师占 89.6%，博士研究生

55 人。先后 2 人被评为省“六大高峰”人才，5 人被评

为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3 人被评为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10

人被评为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目前，学院有环境工程、地理科学（师范）、化学（师

范）、应用化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复合材料与工程等 7 个本科专业。其中，应用化学和地

理信息科学专业为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化学类（化学、

应用化学）专业为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类，化学、

应用化学和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为校级品牌专业建设点，

环境工程和地理科学专业为校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环境

科学与工程、化学为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地理学和材

料科学为校级重点建设学科；新型功能材料实验室为南

京市重点实验室；纳米结构表界面调控及能源环境应用

科技创新为江苏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光电功能材

料研究和应用科技创新团队为南京市科技创新团队。

学院现有教学实验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总

面积达 12870m2，教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4560 万元，

其中，化学实验中心为江苏省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地理与资源环境实践教育中心为省级实践教育中心。

学院教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3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市、厅级项目 30 项；获得专利 57 项；教师在国内

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50 多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 210 多篇，被 SCI 收录 180 多篇，出版专著和

各类教材 13 部。

学院秉承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办学理念，

坚持以生为本，营造良好育人环境，以社会需求为已任，

着力培育理工类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人才。学院注重培

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先后在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南京国图、南师附中江宁分校、金陵中学等多家单位建

立了一批层次较高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搭建了校企合

作平台。我院许多学生成功申报国家级、省级大创项目，

在全国大学生复合材料设计大赛、省互联网 +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省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赛、省高校测绘

技能大赛、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等竞赛中获奖。学

院坚持就业、考研两手抓，学生考研录取率位居全校前

列，各专业平均就业率达 98% 以上。学院正在探索走

国际化办学的道路，已与英国基尔大学开展合作办学。

专业介绍

应用化学专业

培养目标：应用化学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较好地掌握化学及相关专

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能在化学化工及其相关领域从事表面活

性剂、水处理剂、涂料、助剂、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精细

化学品的合成与应用、工艺设计与改进、配方设计、分

析检验、生产管理，或在科研院所、厂矿企业、环保部门、

质检部门从事工业品分析、环境检测、食药品检测等分

析方面的应用性人才。

主干学科：化学

主要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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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学院07

学院简介

食品科学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51 人，

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9 人，具有博士学位 28 人。

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占 75%，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

75%。教师队伍中拥有 1 名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1 名“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5 名

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对象、4 名江苏省“青蓝工程”

中青年优秀骨干教师。教师主持国家高技术 863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科技厅农业支撑项目、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20 余项。发表 SCI、中文核心期刊

500 余篇，申请国家专利 20 多项。学院实验中心有省

级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 1 个、省级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1 个，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 5 个、南京

市重点实验室 1 个、校级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实验室总面积 7000 多平方米，建设费达 1800 余万元。

2019 年度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业绩考核一等奖、学生

教育与管理工作业绩考核二等奖。

办学特色

通过基于学生综合能力全面提升的“本科生全程导

师制”培养模式，构建“教学做合一”的专业实践能力

培育共同体。这项专业特色于 2011 年获得江苏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我院先后与江苏省水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江苏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江苏省农产品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江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南京市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农业科学研究院、南京雨润集团、

南京卫岗乳业集团、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南京克里斯汀

有限公司、南京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药业集团等

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和合作关系。

目前学院有生物科学（师范）、小学教育（科学方向）、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4 个本科专业，其中

生物科学专业为江苏省重点专业、南京晓庄学院品牌建

设专业。学院专业建设依托重点学科和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学院拥有生态学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

生物学南京市高校重点学科、南京市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校企结合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基地等。就业率高于省内

同类高校平均水平，近三年平均就业率达到 99.7%，多

数毕业生进入到中国百强食品企业、检疫检测事业单位、

生物科技公司、生物制药企业以及从事中学生物、小学

科学的教学工作。

多年来应届考研录取率保持在 32% 左右。本专业

自办学以来，已向中科院系统、985、211 等知名高校

相关专业硕士点输送优秀本科毕业生 120 余名。学生主

持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 50 余项，在全国“华文

杯”、江苏省挑战杯、江苏省师范生技能大赛、江苏省

创新创业大赛屡获佳绩，学生发表论文 100 余篇。

专业介绍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国家食品产业发展需

求，具有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方面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经历了食品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在食

品及相关领域从事生产加工、技术管理、品质检测与控

制、产品开发、工程设计、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管、科学

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团队意识、

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和一定国际视野的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

主要课程：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

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工艺原理、食品营养与卫生、

食品加工工艺学、现代仪器分析、食品分析、食品综合

检测技术、食品机械设备、食品工厂设计等。

就业去向：毕业后可在大中型食品企业及食品加工

企业从事食品加工、食品生产技术管理、品质控制、新

产品开发、工程设计、市场营销等工作，还可以在政府

职能部门从事食品行业监督管理，食品安全评价、标准

与法规制定等相关管理工作；在各级工商、质检、食药

监、海关及相关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从事食品产品分析、

安全检测等工作；在食品工程设计单位从事工程设计、

工程技术管理等工作；亦可在高等院校、高职中职院校

从事相关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

学院网址

http://biofood.njxzc.edu.cn/

 卫岗乳业实习  技能训练

美术学院08

学院简介

美术学院前身为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美术系，办学

历史可追溯至 1927 年 3 月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2000 年，原南京市师

范专科学校、南京教育学院、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合并

为南京晓庄学院，同年美术系开始招收专科生。2002

年美术系正式招收首届本科生。2008 年南京晓庄学院

美术系整体搬迁至江宁大学城方山校区，同年美术系更

名为美术学院。学院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近千人。学

院拥有独立美术大楼，拥有多个专业工作室（陶艺、服

装、雕塑、环境设计、3D 打印室、三维动捕室）、4 个

专业电脑工作室、3 个天光画室、10 余间绘画专用教室，

近 500 平方米，的行知当代美术馆。各类教学设备总值

达 1000 多万。美术学院教育国际化稳步推进，与韩国、

美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高校建立交流关系，

多名教师赴英国、法国、美国、斯洛文尼亚、韩国等国

考察学习。

学院是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省直分会理事单位，江苏

省工艺美术设计师协会等多家协会及学会理事单位。被

江苏省文化厅审批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研究基地，现设有绘画（师范）、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设计三个本科专业，设计学为我校重点建设

（扶持）学科。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任课教师具有过硬的专业水平、

先进的美术教育理念以及丰富的教学经验。学院现有教

职工 52 名，专任教师 42 名。教授、副教授 15 名。博

士（含在读）9 名，博士、硕士学位教师比例 95%。学

院荣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省级精

品教材 2 部；中央财政厅支持项目、国家课题项目、省

级课题项目多项，获外观设计专利 8 项；省级、国家级

及以上展览作品 160 多件，全国金奖 2 件、全国银奖 5 件，

铜奖 20 件。与多家公司制作的动画片 500 多集，广告

片 10 多集，室内外工程设计 30 多项。学生获各类省级

以上专业性展赛奖 180 多件。教师参加国家级、省部级

各类艺术展览 50 余次，作品被斯洛文尼亚政府、英国

剑桥大学、江苏省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上海刘海粟美

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

专业介绍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本专业注重培养具有审美创新的设计意识，掌握视

觉传达设计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熟练运用文字、图

形、版式设计，印刷工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知识和技能，

具有广告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视觉识别系

统设计等专业设计能力，能适应包装、广告、VI、品牌

推广等视觉传达设计各项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视觉传

达设计人才。本专业拥有合理高效的教学团队，多年的

设计研究、教学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设计教学经验。本

专业以学生为核心，以教学为本，积极探索研究设计教

学规律、教学方法，撰写专著与教材 10 余部，在专业

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与作品 20 多篇。教师与学生在国内

外各类设计大赛获得奖项和名次，如“中国之星”、“江

苏之星”、“中国大广赛”等。

学院网址

 http://art.njxzc.edu.cn/

 学生毕业设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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