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关于组织 2021 年五年一贯制

高职“专转本”招生考试的通知

各推荐院校、各位考生：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五年一贯制高职（高

师）“专转本”工作的通知》（苏教学函〔2021〕4 号）文

件精神,为了做好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021 年五年一贯制

高职“专转本”招生考试工作，现将我院组织考试的相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事宜

（一）提前打印准考证

4 月 19 日起，考生可在“江苏省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报名系统”，凭用户名、密码登录系统打印准考证。

步骤：

1.登录 https://wnzzzb.jseea.cn/，输入用户名、密码；

2.点击报名系统目录栏“打印准考证”；

3.预览打印即可。

注意事项：黑白、彩色打印均可，A4 纸打印，准考证上

的考场安排、考试时间、注意事项请认真阅读、熟记。

（二）提前缴纳考试费

考试费：145 元（报名费 10 元，统考费每科 45 元）



为缩短现场报到时间，确认要来我院考试的考生，需提

前缴纳考试费。即日起至 4 月 22 日 24 点，考生可通过“你

好苏大应用”微信公众号缴费（缴费流程详见附件 1）。

温馨提示：为方便考生 4 月 25 日中午（其他时段不提

供）在我院用餐，考生可根据个人意愿，于 4 月 22 日 24 点

前在“你好苏大应用”微信公众号中选择购买午餐券一份（20

元/份），与考试费一并缴纳。（缴费流程详见附件 1）。

（三）现场报到

1.报到时间：2021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13:30—18:00

2.报到地点：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苏州市昆山周庄

大学路 1 号）安如楼（A 楼）大厅

3.报到流程

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准考证（提前在报名系统自行

打印）报到。

（1）核实身份、检查“苏康码”、检测体温

考生凭身份证在我院一期大门入口处刷卡确认身份，出

示“苏康码”并配合接受体温检测，“苏康码”为绿码且现

场测量体温低于 37.3℃，无相关症状（干咳、乏力、咽痛、

腹泻等）方可进入考点。

（2）办理报到手续

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至我院安如楼（A 楼）大厅

办理报到手续。已提前购买 4 月 25 日午餐券的考生，同时



领取午餐券。

特别提醒：符合政策性录取和优先录取的考生还需携带

获奖证书原件，以备现场复核。

（3）熟悉考场和校园环境

备注：所有送考人员及车辆不得进入校园。

二、考试时间

2021 年 4 月 25 日（星期日）

专业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机械电子工程

英语 8:30—10:00

电工技术基础 10:30—12:00

工程制图 13:30—15:00

市场营销

英语 8:30—10:00

管理学原理 10:30—12:00

经济学基础 13:30—15:00

会计学

英语 8:30—10:00

初级会计实务 10:30—12:00

财务管理 13:30—15:00

旅游管理

英语 8:30—10:00

管理学原理 10:30—12:00

旅游学概论 13:30—15:00

三、考试地点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博习楼、大成楼（具体以准考证

为准）

四、考试要求

请各位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考生进入考场，严禁携

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凭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参加考试。（详

见附件 2 考生守则）

推荐院校应做好本校考生考风考纪教育相关工作。

五、防疫要求

1.推荐院校要做好本校考生参加考试的防疫预案和应

急处置预案。各推荐院校对本校参加考试的考生从考前 14

天开始，每天进行健康状况摸底排查，所有考生须在参加考

试前申领“苏康码”。推荐院校有序组织符合防疫要求的考

生来院参加考试。

2.推荐院校和我院协调相关考务工作，及时向我院报送

考前本校有异常情况的考生数，以便我院根据防疫要求合理

安排考场。

3.考前出现发热、咳嗽等类似症状的考生。由考生所在

推荐院校负责规劝考生积极检查，配合治疗，尽量不要参加

考试。如非新冠病毒感染确需考试的，考生须提供考前 7 天

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和由考生提

供书面承诺书，推荐院校须提前一天将本校异常考生情况报

送考点院校，并将上述材料交于考点，经综合评估具备参加



考试条件的，方可由考点院校安排考生进入隔离考场进行考

试。由我院医疗防控组登记备案。

4.“苏康码”为非绿码，有中高风险区域（含风险调整

为低风险且未满 14 天地区）和国（境）外旅居史的考生。

由考生所在推荐院校负责规劝考生不要参加考试。如确需参

加考试的，考生须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由考

生提供书面承诺书，推荐院校须提前一天将本校异常考生情

况报送考点院校，经综合评估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方可在

备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由我院医疗防控组登记备案。

5.既往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经综合研判评估不具备正常参加考试

条件的，由考生所在推荐院校负责规劝考生，不要参加考试。

如确需参加考试的，考生须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考前 7 天内肺部影像学检查无异常的报告等，推荐院校

须提前一天将本校异常考生情况报送考点院校，经综合评估

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方可在备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由我

院医疗防控组登记备案。

6.考前如出现群体性发热、咳嗽等类似症状时。推荐院

校必须及时上报当地卫生或疾控部门，对考生所接触过人员

采取疾控防治的必要措施。

7.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 N95口罩进入

考点。



六、食宿安排

4 月周庄古镇进入旅游旺季，请考生务必尽早做好住宿

预订工作，以免耽误考试。周庄各类宾馆较多，考生可自行

选择。

七、乘车路线

1.苏州北广场汽车站：从苏州火车站下，直接在火车站

北广场购买至“周庄校区”的车票（4 月 24 日当天停靠我院

报到点）。

2.昆山汽车南站：在昆山汽车南站直接购买至“昆山周

庄”的车票，乘坐至周庄汽车站。

以上路线均可通过“巴士管家”（手机 APP）购票。

八、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周庄大学路 1 号

邮政编码：215325

联系电话：0512-82190377

咨询 QQ：800030620

学院官网：http://tec.suda.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tec.suda.edu.cn/zs

微信公众号：sdyyzs（苏大应用招生）



附件 1.缴费流程

附件 2.考生守则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二○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1

缴费流程

1.用微信关注“你好苏大应用”公众号，也可以直接扫

描下图二维码；

2.进入“你好苏大应用”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

“公共服务” 〉〉“应用通”，打开“应用通缴费”界面〉〉

选择“五年一贯制专转本考试费”缴费项；



考

生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五年一贯制考试专用餐券”缴费

项，购买 4 月 25 日午餐券。

3. 输入身份信息（需要输入考生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

两个信息，匹配后才能缴费），查询待缴费金额〉〉确认无

误后勾选缴费项〉〉下一步；

4.选择支付方式〉〉微信或支付宝〉〉确认付款即可。



缴费咨询电话：0512-57182808（杨老师）。



附件 2

考生守则

一、考生进入考点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

N95 口罩，出示“苏康码”并配合接受体温检测。考生必须

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

碍监考人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

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二、严禁携带手机等各种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

设备、电子存储设备、涂改液、修正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考生入场时，除 2B 铅笔、橡皮、书写蓝（黑）字迹的钢笔、

圆珠笔或签字笔、普通计算器【非英语科目考试用】、直尺、

圆规、三角板【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考试用】（有特殊规定的

科目除外），其它物品均放在考点指定的“物品存放处”，

禁止带入考场。故意携带者，考前如不交出，开考后一律按

违规论处。在考场内不得擅自传递文具、用品等。

三、考生每科开考前 10 分钟凭准考证、身份证原件进

入考场。入场后，监考人员将检查违规物品，并在签到表上

签字。考生须自觉接受检查，并对监考人员予以协助和配合。

考生请对号入座，将准考证、身份证原件放在课桌左上角以

便监考人员查验。

四、考生领到答题纸和试卷后，答题前应在指定位置内

用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准确清楚地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凡漏填、错填或字迹不清的答卷、答题纸均视为无效。

五、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开始答题。

六、开考 15 分钟后不准入场，考试进行 30 分钟后方可

提前交卷离开考场，考试终了前 15 分钟停止交卷，交卷出

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七、在试卷的密封线外和答题纸规定的地方答题。除画

图可用铅笔以外，其它均须使用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答题，

不准在答卷、答题纸上做任何与答题无关的标记。

八、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

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

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相互接传答案或交换试卷、答

题纸，不准将试卷、答卷、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

九、遇到试卷分发错误及试题字迹不清等问题时，可举

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

十、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立即停止答题，待监考人员

收齐试卷、答题纸和草稿纸后，根据监考人员指令依次退出

考场，不准在考场内逗留。

十一、对考生违反考试纪律和规定的行为，将依据《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予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