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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 年五年一贯制师范毕业生

“专转本”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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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

今年的五年制师范“专转本”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对象

各有关院校 2021 年五年一贯制应届师范毕业生。

二、招生计划及招生专业

2021 年五年制师范“专转本”计划总数为 820 人（具体计划

安排见附件 1）。

三、报名工作

（一）报名条件

各有关院校组织学生自愿报名，报名条件如下：

1.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在校学习期间未受过记过及以上

纪律处分。

2.所学专业符合报考院校专业的要求。

3.修完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无不及格课程，符合毕业条

件，能正常毕业。

（二）报名组织

对申报“专转本”的学生，所在学校应根据报考条件、学籍

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学生应认真

填写《江苏省五年一贯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表》（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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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3）。

请各有关院校于3月 23日前将以下材料统一发送到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邮箱 jssnuzs@jssnu.edu.cn，逾期不再补报。

1.报名表（每人一份，准备一张省招就中心统一采集的考生

毕业照贴在报名表上，盖章后扫描件上报，扫描件名为该生身份

证号）。

2.考生名册（见附件 4）。

3.DBF 数据库格式（见附件 5）。

4.省招就中心统一采集的考生毕业电子照片（照片名为身份

证号）。

5.符合优录政策的学生获奖证书扫描电子版报名时一并提交。

（三）报名缴费

五年一贯制师范“专转本”报名考试费根据省财政厅、省物

价局核定的标准，每位考生报名费 10 元，考试费 135 元（45 元/

门），共计 145 元。

报考学前教育、美术学和音乐学专业的考生还须参加 2 门专

业加试，专业加试费为 60 元/门，每专业合计 120 元。

报名考试费请各院校于3月 26日前统一汇至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工商银行账号：工商银行草场门支行 4301016309001011179，备

注写清汇款学校简称和专转本字样。

四、志愿填报

考生填报志愿时，应根据本人意愿按照填报要求认真慎重填

写，他人不得修改。考生填报志愿时，须注意以下填报原则：

（一）所有考生仅可以报考一个专业。

（二）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考生可以填报三个院校志愿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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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剂志愿。报考美术学、音乐学专业的考生可以填报二个院校

志愿，仅填报一所院校则认为接受调剂。体育教育专业考生可以

填报一所院校志愿。

（三）填报志愿不符合上述要求者，按未填志愿处理。

五、考试安排

（一）考试科目

1.文化课考试

文化课考试为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幼儿

教育学心理学组成的综合测试卷。各科满分均为 100 分，综合测

试卷总分为 300 分，考试时长为 3.5 小时。
招生专业 文化课考试科目

音乐学、美术学、体育教育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综

合测试卷

学前教育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幼儿教育学教育心理

学综合测试卷

大学语文指定教材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省编高等学校小

学教育专业教材。

大学英语考试要求为大学英语等级考试二至三级水准。

教育学心理学基本原理主要考查学生专科毕业必须掌握的教

育学、心理学基本知识和能力。

幼儿教育学心理学基本原理主要考查学生专科毕业必须掌握

的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基本知识和能力。

2.专业加试

专业 加试项目 考试要求 备注

学前
教育

幼儿歌曲
自弹（钢
琴）自唱

考生可自选一首幼儿歌曲自弹自唱，不得
视谱。

幼儿歌曲自弹
（钢琴）自唱
为必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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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时间

日期 时间 科目

4月 24 日 08:30—12:00

文化课综合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教育学心理学

/幼儿教育学心理学）

专业加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考试地点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草场门校区（南京市北京西路 77 号）。如

报考人数超过学校容纳量，则就近安排考场，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准考证发放及使用

舞蹈、水粉画、
讲故事三者选

考其一舞蹈
①考生可自选一个幼儿舞蹈独立表演；
②乐曲磁带、舞蹈鞋和舞蹈道具自备。

水粉画
①根据现场命题，想象作画；
②纸张大小：4开水粉纸（统一发放）；
③笔、水粉颜料等绘画工具自备。

讲故事 考生可自选一个幼儿故事脱稿讲述。

美术学

素描
①全身人像素描；
②纸张大小：4开素描纸（统一发放）；
③画具自备。

必考

命题创作
①纸张大小：8开素描纸（统一发放）；
②铅笔或炭笔自备。

音乐学

视唱练耳
①一个升号、一个降号以内的五线谱视唱
曲两首；
②考前按抽签顺序准备两分钟。

视唱练耳为必
考项目，声乐、
器乐和舞蹈三
者选考其一

声乐
①自选中、外艺术歌曲一首；
②伴奏自备。

器乐
①自选中、外乐曲一首；
②乐器自备（钢琴除外）。

舞蹈
①舞蹈内容自选；
②舞蹈道具及舞蹈音乐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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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院校报名负责人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下午到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草场门校区现代教育技术楼 801 室统一领取准考证，考

生考试时须出示准考证、身份证。

六、录取规则

本次考试采取“志愿清”录取规则，即在录取过程中优先录

取第一志愿的考生，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则录取考生的第二志

愿，以此类推。

（一）学前教育专业加试成绩达省控线后，达线考生根据考

生填报志愿顺序按文化总分从高到低录取。

（二）音乐学专业文化成绩达省控线后，达线考生根据考生

填报志愿顺序按专业总分从高到低录取。

（三）美术学专业文化成绩、专业成绩分别达省控线后，达

线考生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相加成综合成绩，根据达线考生填报

志愿顺序按综合成绩总分从高到低录取。

（四）体育教育专业文化成绩达省控线后，达线考生根据考

生填报志愿按文化总分从高到低录取。

（五）凡达到省控线且服从院校调剂的未被报考院校录取的

考生，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调剂至未完成招生计划高校的相

关专业。如报考院校相关专业录取人数达不到开班条件（30 人及

以上），则将调剂至其他院校相关专业。

（六）考试作弊者成绩作废，取消录取资格。

七、优先录取政策

在校期间参加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江苏省第九届师范生教

学基本功大赛”并获得一等奖的考生可以由报考院校决定是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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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录取。

八、学费标准

根据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规定，艺术类专业学费标准为 6800

元/年，体育教育专业 5300 元/年，其他专业学费标准为 5200 元/

年。

九、日程安排

考试录取工作预计在 5 月底完成，请考生关注报考院校招生

网站，及时查询录取结果。

十、防疫要求

各推荐院校要按照最新防疫要求做好本校考生参加考试的准

备，并提供后勤服务保障和日常管理工作。要对考生情况摸排清

楚，掌握所有在省外的考生名单，通知在省外考生考前 14天返校，

并进行核酸检测。省内考生不得离开江苏省，可于考前按学校防

疫要求返校。所在学校负责考生从考前第 14天开始，每日体温测

量、记录并进行健康状况监测，体温测量记录有异常者不得参加

考试。

每位考生进入考点时严格实名登记，进行“苏康码”扫码核

验和体温检测正常方可入校，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14天

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不得进入校园。

请有关院校将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和本通知精神及时传达

到准备报考的每一位学生，并于考试前向考生宣传有关考试纪律

及防疫要求。

未尽事宜，请及时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联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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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电话：025-83758188，E-mail: jssnuzs@jssnu.edu.cn 。

附件：

1.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计划表

2.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表（学前教育专业填

报）

3.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表（其他专业填报）

4.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考生名册

5.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 DBF数据库结构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南通大学 泰州学院

招生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

盐城师范学院 常州工学院

招生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7 日

mailto:jssnuzs@jss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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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五年一贯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计划表

院

校

代

码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总计划

数

专业

计划

数

学费

(元/

年)

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要求

113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440

300 5200

五年制高师师范类考生
音乐学（师范) 70 6800

美术学（师范) 70 6800

1301 南通大学

音乐学（师范)

90

30 6800

五年制高师师范类考生美术学（师范) 30 6800

体育教育（师范) 30 5300

1421 泰州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150 150 5200 五年制高师师范类考生

1243 常州工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40 40 5200 五年制高师师范类考生

1302 盐城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100 100 5200 五年制高师师范类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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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五年一贯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表
（学前教育专业填报）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专科毕业

电子图像

采集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所学专业

有何特长

何时何地受

过各种奖励

家庭详

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志 愿 填 报

报考专业 学前教育

报考院校

1

2

3

是否服从院校调剂 是□，否□

本人签名：

注： 1.“是否服从院校调剂”请在“是”或“否”后画“√”，如未选择，按不服从处理。

2. 本表经考生所在学校审核通过后，须在照片左下角加盖学校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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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五年一贯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表
（其他专业填报）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专科毕业

电子图像

采集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所学专业

有何特长

何时何地受

过各种奖励

家庭详

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志 愿 填 报

报考专业 音乐学 美术学 体育教育

报考院校

志愿 1

志愿 2 /

本人签名：

注：1.“是否服从调剂”请在“是”或“否”后画“√”，如未选择，按不服从处理。

2. 本表经考生所在学校审核通过后，须在照片左下角加盖学校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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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考生名册
（院校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考生号 身份证号 所学专业 所在学校 报考专业 志愿 1 志愿 2 志愿 3
是否服从

专业调剂

是否服从

院校调剂

备

注

注：1.“考生号”应填写教育部注册的以 19开头的号码。2.“所在学校”、“志愿 1”、“志愿 2”、“志愿 3”应填写学校全称。3.“报考专业”、“所学专业”应规范填写专业名称。

4.名册应以 DBF上报数据文件导出为准。5.报考学前教育专业考生在“备注”栏填写加试选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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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苏省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报名
DBF 数据库结构

文件名: （学校名称）＋2021.dbf

编号 信息项名称 类型 宽度 信息项含义 信息项目说明

1 KSH C 15 考生号 左对齐 19开头

2 XM C 10 姓名 左对齐，字间不空

3 XBDM C 1 性别代码 1—男， 2—女

4 SFZH C 18 身份证号 左对齐，不允许为空

5 BYXXMC C 40 毕业学校名称 考生所在学校全称

6 CSNY C 8 出生年月日 如：19980101

7 MZ C 8 民族 左对齐

8 ZZMM C 1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

青团员、群众

9 SXZY C 30 所学专业 专科专业

10 BKKM C 4 报考科目 文科或理科

11 BKYX C 20 报考院校
院校全称（报考学前教育专

业考生填学前教育）

12 TQLQZY C 6 提前录取专业 音乐学或美术学

13 ZYY C 30 志愿一
填报考院校准确名称

14 ZYE C 30 志愿二

15 ZYS C 30 志愿三

16 ZYTJ C 1 服从专业调剂 1—是，2—否

17 YXTJ C 1 服从院校调剂 1—是，2—否

18 YZBM C 6 邮政编码

19 JTDZ C 40 家庭地址 左对齐

20 LXSJ C 11 联系手机 确保能联系到本人

21 LXDH C 12 联系电话 如：051288888888

22 BZ C 30 备注
学前专业加试选测科目 1-舞
蹈、2-水粉画、3-讲故事

注：1.所有字段必须填全。2.上报截止日期为 2021年 3月 23日（以收到之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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