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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苏理理工工学学院院简简介介  

江苏理工学院坐落在江南历史文化古城、美丽富饶的长三角腹地——江苏省

常州市。学校创建于 1984 年，是以工为主，理、经、管、艺、教、文、法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以应用型本科人才和职

教师资培养为主，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为辅，2008 年获得教育部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优秀成绩。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全国职教师资培

训重点建设基地、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师

培训中心。 

学校设有机械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汽车与

交通工程学院等 16 个二级教学单位，设有职业教育研究院、资源循环研究院等

5 个科研单位，还设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学院、港中旅酒店管理学院等

多个行业学院。学校开设 56 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近 18000 人。现有教

职工 12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近 900 人，具有高级职称 450 余人，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近 900 人。有多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或获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先

进工作者、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有 70

多人次获批为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六大人才

高峰培养人选和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学校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80 多名，

还聘请 100 多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特聘教授、全职教授或兼职教授。学院

成人高等教育现有办学层次包括高起专、高起本、专升本。 

 

更多详情请登录学校网站 jxjy.jstu.edu.cn 及各二级学院网站 



 

 

  

招招生生专专业业、、层层次次及及招招生生对对象象  

层

次 
招生专业 

学

制 

学习

形式 
考试科目 招生地区及对象 

专 

升 

本 

环 境 工 程 2.5 函授 

英语、政治、高数（一） 全省具有大专学

历的各类人员 

注： 

1.学习形式为业余

的专业限招常州

地区人员 

2.艺术设计专业需

加试素描、色彩，

由省教育考试院

统一组织进行。加

试科目成绩不计

入总分，由省教育

考试院单独划定

录取分数线 

 

电子信息工程 2.5 函授 

汽车服务工程 2.5 函授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 函授 

数学与应用数学 2.5 函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函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5 函授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5 函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函授 

会 计 学 2.5 函授 

英语、政治、高数（二） 

市场营销 2.5 函授 

旅游管理 2.5 函授 

财务管理 2.5 函授 

应用心理学 2.5 函授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 函授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5 函授 

会 计 学 2.5 业余 

教 育 学 2.5 函授 

英语、政治、教育理论 
学前教育 2.5 函授 

小学教育 2.5 函授 

教育技术学 2.5 函授 

汉语言文学 2.5 函授 
英语、政治、大学语文 

英    语 2.5 业余 

艺术设计 2.5 业余 英语、政治、艺术概论 

高

起

本 

 

 

教 育 学（文史类） 5 函授 

文史类考试科目： 

英语、语文、数学（文）、史地 

理工类考试科目： 

英语、语文、数学（理）、理化 

备注： 

旅游管理专业加试： 

形体测试、语言表达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加试： 

素描、色彩 

1.全省企事业单位

在职人员 

2.全省社会青年 

3.学习形式为业余

的专业限招常州

地区人员 

4.加试科目成绩不

计入总分，由省教

育考试院单独划

定录取分数线 

电子信息工程（理工类） 5 函授 

汽车服务工程（理工类） 5 函授 

化学工程与工艺（理工类） 5 函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工类） 5 函授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理工类） 5 函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理工类） 5 函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理工类） 5 函授 

国际经济与贸易（文理兼招） 5 函授 

市场营销（文理兼招） 5 函授 

会 计 学（文理兼招） 5 函授 

财务管理（文理兼招） 5 函授 

旅游管理（文理兼招） 5 函授 

服装设计与工程（艺术类） 5 业余 

艺术设计学（艺术类） 5 业余 

高

起

专 

会    计（文理兼招） 2.5 函授 文史类考试科目： 

英语、语文、数学（文） 

理工类考试科目： 

英语、语文、数学（理） 

艺术类考试科目： 

英语、语文、数学（文） 

经济管理（文理兼招） 2.5 函授 

市场营销（文理兼招） 2.5 函授 

电子商务（文理兼招） 2.5 函授 

物流管理（文理兼招） 2.5 函授 

初等教育（文理兼招） 2.5 函授 



 

 

学前教育（文理兼招） 2.5 函授 备注：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加试：

形体测试、语言表达 

电脑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专

业加试：素描、色彩 

 

法律事务（文理兼招） 2.5 函授 

旅游管理（文理兼招） 2.5 函授 

计算机信息管理（文理兼招） 2.5 函授 

数控技术（理工类） 2.5 函授 

机电一体化（理工类） 2.5 函授 

应用电子技术（理工类） 2.5 函授 

模具设计与制造（理工类） 2.5 函授 

电气自动化技术（理工类） 2.5 函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理工类） 2.5 函授 

文    秘（文史类） 2.5 函授 

酒店管理（文史类） 2.5 函授 

商务英语（文史类） 2.5 业余 

商务日语（日语类） 2.5 业余 

装潢艺术设计（艺术类） 2.5 业余 

电脑艺术设计（艺术类） 2.5 业余 

报报考考说说明明  

◇ 江苏理工学院代码：052 
◇ 高起本考生可以兼报高起专，若未达高起本分数线，可以转录到

高起专相关专业 
◇ 8 月底开始报名，按照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程序操作 
◇ 本简章若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 2016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

相关政策有不一致，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政策为准 

  

联联系系方方式式  

        联联系系电电话话：：00551199--8866995533448888、、886699553344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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