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熟理工学院 2022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简章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高校 

■国家“十三五”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  

■江苏省文明学校 

■江苏省平安校园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学校简介】 

常熟理工学院是江苏省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位于经济发达的长

三角地区，坐落于人文荟萃、山明水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花园城市——

苏州常熟。学校占地面积 1800多亩，建筑面积 60多万平方米，建有东湖和东南

两个校区。1958年建校以来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十多万名各类人才。 

学校设有 14个二级学院（部），49个招生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文学、

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7大学科门类，面向全国 21个省招生。普通

全日制本科在校生近 20000 人。在六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以“办好一流应

用型本科教育，培养一流应用型本科人才”为目标，坚持“强化内涵、树立品牌、

培育特色”，凝练了“注重通识、融入业界”的人才培养理念，走出了一条具有

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学校现有教职工 1551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00 人，高级职称 702人，博士 593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333工程”“青蓝工程”

“六大人才高峰”“省双创博士”入选 264人次，国家级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

师 4人，省优秀教学团队（科技创新团队）11 个。 

展望未来，常熟理工学院将以“办好应用型大学”和“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线，以“建设品牌大学，服务区域发展”为行动纲领，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依法

治校, 坚持深化改革, 坚持特色发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内涵建设，全

面推进改革创新，全面推进事业发展，为早日建成特色鲜明、质量著称的应用型

品牌大学而努力奋斗！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常熟市南三环路 99号  常熟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12－52251626、52251625、52251627 

学校代码：073 

网址：http://cj.cslg.edu.cn/ 
 

 



2022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招生专业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学历层

次 
科类 

学制

（年） 

学习

形式 
咨询电话 

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文史类 2.5年 函授 
52251802 

15106210316 小学教育 专升本 教育学类 2.5年 函授 

学前教育 专升本 教育学类 2.5年 函授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专升本 文史类 2.5年 业余 52251806 

纺织服装与设

计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52251729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升本 艺术类 2.5年 业余 

环境设计 专升本 艺术类 2.5年 业余 

生物与食品工

程学院 

生物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52251562 

生物制药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起本 理工类 5年 函授 

522517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软件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52251877 

电子信息工程 高起本 理工类 5年 函授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数学与统计学

院 
经济统计学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52251309 

材料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52251876 
应用化学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高起本 理工类 5年 函授 52251594 

13962483770

（封老师） 

15214057854

（岳老师） 

机械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机械电子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电气与自动化

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52251584 

商学院 

工程管理 专升本 经管类 2.5年 函授 

52251872 

市场营销 专升本 经管类 2.5年 函授 

财务管理 高起本 文史、理工类 5年 业余 

财务管理 专升本 经管类 2.5年 函授 

公共事业管理 专升本 经管类 2.5年 函授 

物流管理 专升本 经管类 2.5年 函授 

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高起本 理工类 5年 函授 

52251517 
车辆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汽车服务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年 函授 

汽车服务工程 高起本 理工类 5年 函授 

注：1.实际录取人数不满 10 人的专业不开班。2.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专业考生需参加艺术加试，考试科目为

素描、色彩，加试指南请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的相关信息。3.实际招生专业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为准。 



【成人高考报名时间】 

成人高考一般在8月底9月初进行报名，具体时间以当年报名公告公布时间为

准。 

我省成人高考报名统一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网上缴费（支付方式为微

信或支付宝），江苏省成人高考报名的唯一指定网址是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www.jseea.cn），考生须登陆门户网站进行报名注册、照片上传、身份验证、志

愿填报、资格审核和支付报名考试费等工作。报名入口在当年报名时间段内才会

对外开放，其余时间段不开放。 

 

【答考生问】 

1.成人高考报名时填报志愿有何限制？ 

答：高中起点文史类、理工类专业不得相互兼报；高中起点升本科可以兼报

高中起点升专科（高职）专业，兼报的原则是文化课考试科目相同的专业, 如受

招生计划或自身条件限制不能被本科录取可按其填报志愿顺序录入专科；艺术类

专业必须填在“艺术类志愿栏”；报考艺术类专业，可以兼报文史类专业；专升本

专业只能在统考考试科目相同的专业中兼报。 

 

2.成绩达到最低分数线，是否一定被录取？ 

答：考生统考考试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不一定被录取，因为如果考

生所填报的志愿学校上线考生数大于招生计划数，考生有可能不被所报院校录取，

从我校历年招生情况来看，本科基本上省控线均能录取。 

 

3.专升本招生报考条件有哪些？ 

答：报考专升本专业的考生必须具有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

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以上层次毕业证书。考生所持的专科及以

上的毕业证书如属省内认可的专科毕业证书（如专业证书后、电大自主招生的部

分专科毕业证书等），或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

（以下简称“学信网”）查询不到的党校、部队或其他类型的（经“学信网”查询

到并予以确认的除外）学历证书，是不符合教育部作为“国民教育系列”学历证

书进行成高“专升本”报名的条件的，请勿报考。如考生怀侥幸心理，持上述非

国民教育系列或省内认可的毕业文凭报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考生自己

负责。 

本省各类成人高校在校应届毕业生中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在确认时必须持学

校出具的《江苏省各类成人高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专升本的证明》，如被录取后，

入学报到时必须持有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和在“学信网”上打印出的《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否则不能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并将被取消入学资

格。 

 

4.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如何发放？  

答：取得学籍的本科学生，修业期满，成绩合格，经德、智、体全面考核符合

毕业条件的，学校颁发由江苏省教育厅监制、经国家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成人高等

教育本科毕业文凭，国家承认其学历。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学校授

https://www.jseea.cn/
http://www.chsi.com.cn/


予成人学士学位。 

 

5.学校的成人学士学位授予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方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

端。业务方面：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且学位课程平均学分

绩点大于等于 2.0；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大于等于 70 分；外语成绩达到校学位

办规定的分数线或符合省学位办规定的免试条件，可申请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士

学位。 

 

6.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收费标准如何？  

答：我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严格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成

人高校和成人中专校收费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的标准进行收费。本科：文史类、

经管类、教育学类 2000 元/年，理工类 2200元/年，艺术类 3200元/年。 

 

7.你校去年的录取情况如何？各批次的录取分是多少？ 

答：去年我校顺利地完成了招生任务。共录取本科生 2074人。其中专科起点

升本科文史类录取分为 263分；理工类录取分为 167分；经管类录取分为 168分；

教育学类录取分为 237 分；艺术类录取分为 90/160 分。高中起点升本科文史类录

取分为 291分；高中起点升本科理工类录取分为 249分。 

 

8.哪些考生可申请享受免试入学的照顾政策？ 

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经本人报名并申请，成人高校审核，省教育

考试院批准，具有高中毕业或高中同等学力可申请免试进入专科层次的成人高校

学习，具有专科毕业学历可申请免试进入本科层次的成人高校学习。 

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

务院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科技进步（成

果）奖获得者，省级工、青、妇等组织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新长征突击手”、

“三八红旗手”获得者。 

②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

目前六名获得者；亚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

非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运会项目前

三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须出具国家体育总局监制并经省体育局

审核的《优秀运动员申请免试进入成人高等学校学习推荐表》）。运动健将和武术

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一级运动员获得者（须经省体育局审核并出具运

动成绩证明）。 

③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的，且户口或工作单位在本

省的人员。 

④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人民警察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含三等功）者；

烈士子女、烈士配偶。 

⑤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获得者，高职考生须获得高职组有关奖项的方可申请免试入学专升本相关专业；

中职考生可申请免试入学高起专相关专业。 

⑥在普通高职高专院校、五年一贯制高职学校获省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称号的毕业生，可免试入学专升本



相关专业。在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获省级及以上三创优秀学生、三创优秀学生干部

等称号的毕业生，可免试入学高起专相关专业。 

⑦已获得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文凭，报考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第二学历者，

可免试入学专升本；已获得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文凭，报考成人高等教育专

科第二学历者，可免试入学高起专。 

⑧参加 2020年江苏省普通高考、普通高校对口单招考试和普通高校“专转本”

选拔考试，符合考试成绩互认改革项目报考条件的考生，原考试成绩可以直接作

为成人高校招生入学条件，成人高校按照考生报考的学历层次、院校和专业，单

列计划，择优录取。 

 

9.第二学历免试有哪些要求？ 

答：①凡是通过相关学历审核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含提供学历认证证书者），

允许其申请专升本层次免试入学。未通过学历审核的考生（含在报名确认时暂未

能提供学历认证证书者），不能报名二学历免试入学。 

②申请艺术、体育、烹饪、旅游管理等术科专业免试的，还应参加术科类专

业加试，加试合格的，方可免试入学。 

 

10.加分投档照顾政策有哪些？（以当年文件为准） 

（1）25 周岁及以上（1996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者），生活能够自理，且

不影响本人所报专业学习的残疾人，省教育考试院可在考生文化考试成绩基础上

增加 50分投档，是否录取由招生院校确定。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省教育考试院可在考生文化考试成绩基础上

增加 30分投档，是否录取由招生院校确定。 

①设区市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系统及国家特大型企业

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科技进步（成果）奖获得者。 

②25 周岁以下（1996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者），生活能够自理，且不影响

本人所报专业学习的残疾人。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省教育考试院可在考生文化考试成绩基础上

增加 20分投档，是否录取由招生学校确定。 

①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 

②现役的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人民警察。 

③25周岁及以上（1996年 8月 31日及以前出生者）。 

④边疆、山区、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国防科技工业三

线企业单位（地处地市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除外）获得企业表彰的先进生产（工

作）者。 

（4）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录取时可增加 10 分投档，是否录取由招生学校

确定。 

符合两项及以上照顾加分政策的考生，照顾分数不累计，只取加分较高的一

项。 

申请享受以上照顾录取政策的考生，须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并经省教

育考试院公示无异议后方为有效。 

 

11.申请享受免试生照顾政策的考生是否需要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答：申请享受免试生照顾政策的考生，同样需要先进行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

并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在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确认点办理确认手续，

未经确认的报名和志愿信息无效。申请艺术类音乐、美术专业免试入学的还须参



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专业加试，加试合格方可免试入学。退役士兵只能免试入学省

考试院公布的部分学校。 

 

12. 成人高考考哪些内容？ 

层次 科别 科目 

 

 

专升本 

文史类 政治  大学语文   英语 

艺术类 政治  艺术概论   英语  艺术加试 

理工类 政治  高等数学（一）   英语 

经管类 政治  高等数学（二）   英语 

教育学类 政治  教育理论   英语 

高起本 

文史类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史地综合 

艺术类 语文  数学（文）  英语  史地综合  艺术

加试 

理工类 语文  数学（理） 英语  理化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