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 生 简 章
一、学校概况
● 我的大学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江西省生源报考代码：抚河校区 8622，青云谱校区 8623）是一所
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具有近 30 年举办大专教育的历史，底蕴深厚。学院现有抚河校
区、青云谱校区 2 个校区。抚河校区毗邻绳金塔美食一条街、王府井、洪城大市场、象湖风
景区、滕王阁 5A 景区等；青云谱校区毗邻历史名胜“八大山人”纪念馆和象湖、梅湖公园
景区。两个校区周边均具有丰富优质的社会资源，校园内环境幽雅，教学、生活设施完善，
是学习生活的理想场所。
抚河校区有专任教师 220 余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80 余人，全国优秀教师 3 人，江西
省学科带头人 3 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6 人。开设专业 28 个，其中教育部专业服务产
业重点建设专业、江西省省级特色专业各 1 个，江西省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专业 2 个，江西
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2 个，教育部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建有
校内实训基地 5 个，校外实训基地 68 个。

青云谱校区主要培养服务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复合型人才。2021 年
开设“公共事务管理（人民武装方向）
”、“会计信息管理”、“移动应用开发”等三个专科专
业，参照军队院校管理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师生统一着人民武装制服，一日生活秩序正
规化。青云谱校区 2016 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江西省国防教育基地”，2018 年被批
准为南昌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 学院具有以下优势：
◆ 地理位置优越。学校是南昌市中心城区唯一一所高职学院，能便捷享受优质的文化、培
训、实训、就业等社会资源。
◆ 办学理念先进。学校致力于“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开放融合为手段，培养‘工、商融
通’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校是复合型人才培养院校，学生可免费修读第二专业，实
现“一个专业进来、两个专业出去”的期望。
◆ 办学条件优越。学校是教育部首批教育信息化试点高校，教学手段现代化，建有全省最
先进的现代化远程开放教学系统，拥有教育部、财政部计算机应用实训中心 1 个，教育厅、
财政厅计算机技术实训中心 1 个，教育部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重点建设专业(建筑工程技术)1
个，省职业教育技能实训基地 4 个（电子商务、数控技术、建筑工程和物联网应用技术）。
◆ 专业门类齐全。学校以工科类为主，兼有管理、财经、旅游、文化教育、艺术设计传媒
类等专业共 30 余个。几年来，学校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成效显著，已建成教育部专业服务产
业重点建设专业 1 个，江西省省级特色专业 1 个，江西省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专业 2 个；省
级精品课程 9 门。
◆ 教学成果显著。学校在互联网+、挑战杯、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获国家级奖励 5 项，
省级以上奖励 120 余项。2018 年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荣获江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
奖。2019 年，学校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电子商务”赛项二等奖；获江西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商务”赛项一等奖；2020 年共获省级以上奖项 37 项，其中全国性竞
赛三等奖以上 6 项，全省性竞赛三等奖以上 31 项。教师荣获省级奖项 5 项。
● 我的保障
◆ 学习有保障。学校每年设有各类奖、助学金共 600 多万元，获奖面达 80%；学校为贫困
学子开通了“绿色通道”，不让一个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 就业有保障。100%推荐就业，“对口就业、高薪就业、体面就业”是每一个“江工职院

学子”都可实现的目标。
◆ 安全有保障。学校四周社区环绕，生活配套完善，周边治安良好。
● 我的发展
◆ “专升本”发展通道，学校每年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全省普通本科学校学习；
◆ “专达本”发展通道，学生在大三可报名就读学校的开放教育本科，获取国家开放大学
本科文凭。
◆ “专接本”发展通道，学生在校期间可选择报考学校自考本科、成人本科和网络教育本
科，获取相应本科文凭。

二、招生专业
序号

校区

专业名称

专业特色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省级特色专业，江西省人才培养创新试验区。

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培养动漫设计方向人才。

3

软件技术

4

物联网应用技术

5

抚河校区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6

市场营销

7

电子商务

8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
商

学校核心专业，校企合作专业。
师资力量强，就业前景好。
新兴专业，就业前景好。
专升本联合培养生源专业，校企合作专业，职业技能水平高。
专升本联合培养生源专业，省级骨干建设专业，校核心专业，
校企合作专业，职业技能水平高。
专升本联合培养生源专业，校企合作专业。

9

数控技术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10

术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专业。

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2

机械设计与制造

13

工程造价

14

建筑工程技术

建有教育部多方共建 BIM 协同创新中心。

15

建设工程管理

建设 BIM 实训中心、BIM 工作室。

16

园林工程技术

建有 BIM 景观工作室；苏州、杭州校外实训基地。

1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18

大数据与会计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19

工商企业管理

师资力量强，就业前景好。

20

旅游管理

师资力量强，从业空间大。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

21

运营

22

烹饪工艺与营养

23

健康管理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

24

省级骨干专业，学校核心专业。

建有校内实训基地----财务工作室，真实运营。

用专业的知识打下良好的社会交际能力,国际品牌酒店实习。
烹饪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就业面拓宽至酒店管理、食品营
养方向。
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广。
培养宽适应性、实用性与专业性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就业前

管理

景广。

25

中文

教师资格证通过率高，鼓励专升本。

26

商务英语

27

应用英语

28

环境艺术设计

就业前景广，有优良的语言学习环境，建有专业化智慧语言
教室。
建有江西婺源写生基地。

（人民武装方向）

由人民武装学院培养，军事化管理着制服。公共事务管理专

会计信息管理

业有身高要求，男生身高原则上不低于 1.62 米；女生身高原

青云谱校

31

教室。

公共事务管理

29
30

就业前景广，有优良的语言学习环境，建有专业化智慧语言

区

则上不低于 1.55 米。
移动应用开发

三、录取原则
1、我校在各省录取过程中，按各省最大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进档按考生“分数优
先，遵循专业志愿”原则择优录取，即根据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专业志愿顺序进行专

业安排和调剂；录取过程中认可各省高招部门规定的加分政策；在生源不足时，执行各省高
招部门规定的降分政策。
2、我校招生外语语种原则上为英语，男女不限。
3、我校艺术类专业认可考生所在省专业联考成绩或专科以上院校专业加试成绩，其它
专业均无面试加试要求。
4、考生入学后原则上不调整专业，有特殊情况的按教育部门的政策和学校规定进行办
理。

四、答考生问
.
问：贵校有何奖、助学金政策？
答：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学院对品学兼优和家庭贫困的学子实行系列助学政策，每年奖助学
金总金额 600 多万元：
1.实行国家奖学金制度，品学兼优的学子每年可获得 8000 元奖学金。
2.实行国家励志奖学金制度，品学兼优且家庭贫困的学子每年可获得 5000 元奖学金。
3.实行国家助学金制度，家庭贫困的学子每年可获得 2200—4400 元的资助。
4.依据学院管理规定：凡没有享受到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且学习成绩优秀、表现
良好的同学，可参与学院奖学金的评选。
问：贵校的学费情况如何？
答：我院学费标准严格按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教育厅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各专业
学费 5000 元/年。

五、招生咨询与联系：
学校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安石路 69 号
邮编：330025
联系部门：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6587211
传真：0791-86587211
网址：www.jxgcxy.com
电子邮箱：gcxy_zj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