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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肇庆学院本科插班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报考： 

1．广东省户籍且就读广东省普通高校的专科应届毕业生； 

2．外省生源就读广东省普通高校的专科应届毕业生（不含办理了暂缓就业的往届专科毕业

生）； 

3．广东省户籍或广东生源就读省外普通高校的专科应届毕业生； 

4．广东省户籍且在报名确认截止日期（2015 年 1 月 16 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专科毕业证

（指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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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

[含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的毕业生（不含毕业后仍持广东省普通

高校集体户口的外省生源往届生专科毕业生）； 

5. 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只招 2014年冬季退出现役的考生）。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应届毕业生之外的高等学校专科在校生； 

2．非广东省户籍的高等学校专科往届毕业生； 

3．2014年参加本科插班生考试，因作弊被取消各科考试成绩并被禁止下年度参加本科插

班生考试的人员； 

4．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二、报名时间、报名地点及报名考试费 

1．预报名 2015 年 1 月 10 日至 13 日（共四天）为网上预报名时间，考生通过互联网登陆

http://www.ecogd.edu.cn/cbsbm 进入“广东省本科插班生网上报名系统”预报名，逾期不再办

理报名手续(网上报名实施细则请详阅附件 2)。 

2. 确认报名：2015年 1月 14日（星期三），共一天。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为报名确认时间，考生须亲自到报名点确认。 

3．确认地点：肇庆学院招生办（主校区行政楼一楼西侧）。 

4．考 试 费 ： 

① 缴费金额：每人 200元。 

② 缴费方式：请考生在 2015年 1月 14日（星期三）的上午 8：00-11：30、下午 13：30-17：

00，亲自凭预报名表到肇庆学院行政楼二楼财务处缴费。肇庆学院本校考生可以班为单位，联

http://www.ecogd.edu.cn/cbsbm


 

 2 

系财务处提前一天办理缴费。注意：经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不退还报

名考试费。 

三、报名确认时需要的材料和办法 

1．应届毕业生确认时需要的材料：①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用 A4 纸复印，

不要裁剪）；②新生录取名册复印件（须加盖考生所在院校名册管理部门的公章，并用红笔在本

人名字前打“√”，肇庆学院本校考生请到鲁迅楼三楼档案馆办理）；③考生在专科就读期间成

绩单（须加盖院校教务处公章）；④经签名确认的预报名表；⑤体检表；⑥学校财务处开具的报

名考试费收据。报名确认时，以上材料不齐全者，一律不予确认办理。 

2．往届毕业生确认时需要的材料：①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用 A4 纸复印，

不要裁剪）；②毕业证书原件与复印件（A4 纸复印，不要裁剪）；③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

信网）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网址 http://www.chsi.com.cn/xlcx/lscx.jsp）查询码

或学历证书鉴定证明原件与复印件（A4 纸复印，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地址：广州市农林

下路 72 号一楼受理大厅（广东省教育厅旁），电话：020-37626800 ,学历证书鉴定证明的出具

一般至少需要 15 个工作日，请提前办理）。如毕业证书在学信网无法认证，考生须按广东省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网址：http://gradjob.com.cn/cms/index.htm）的学历认证指引办理学

历认证，并于 2015年 3月 1日前将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交报考的招生院校或报名点，逾

期未提交认证报告的考生将取消报考资格；④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包括户主页及考生本人所

在页，A4复印纸，不要裁剪）；⑤经签名确认的预报名表；⑥体检表；⑦学校财务处开具的报名

考试费收据。报名确认时，以上材料不齐全者，一律不予确认办理。 

3. 服义务兵役退役的高职高专考生在报名确认时需要递交的材料：身份证、专科毕业证、

民政部门颁发的士兵退役证等原件及其复印件。报名确认时，以上材料不齐全者，一律不给予

确认。 

4．报名资料审查：确认报名时，我校将现场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的“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核对考生的专科毕业证，请符合报考条件的往届毕业生，及早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核对本人的专

科毕业证（网址 http://www.chsi.com.cn/xlcx/，具体事项请参阅附件 1）。若在“学信网”上

无法查到专科毕业信息，应及早到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进行学历验证。 

考生凡凭虚假材料报名考试的，取消考试资格；已被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5.报考志愿：考生只能报考一所院校一个专业（招生专业的报考范围详见附件 1）。 

四、准考证的领取 

http://gradjob.com.cn/cms/index.htm
http://www.chsi.com.cn/xl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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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生于 2 月下旬留意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告，自行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

（http://www.eeagd.edu.cn/）。 

五、体检 

报考我校本科插班生的考生，本人自行携带《体格检查表》，体检表在我校招生办网站“资

料下载”栏下载（http://zsb.zqu.edu.cn），体检表须双面打印。考生可自行到考生所在地二

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在报名确认时将体检结果与其它资料一并提交。 

被录取的考生入学后，由学校进行身体复检，复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考生应根据自

己的身体状况慎重报考。 

六、招生专业及计划 

肇庆学院 2015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及计划：汉语言文学（师范）50人、英语（师范）50

人、小学教育（师范）30人、学前教育（师范）20人、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30人、生物科

学（师范）30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人（详见附件 1）。 

七、考试 

考试科目为五门。其中《政治理论》、《英语》和《专业基础课》为全省统考科目，两门专

业课为我校自行命题考试的科目。凡报考英语专业插班生的考生，考试科目为五门，包括两门

统考科目《政治理论》、《大学语文》及三门专业课，不考省统考科目《英语》。各专业考试科目、

指定参考书等见招生专业目录，也可登录我校招生办网站 http://zsb.zqu.edu.cns 查阅。各科

满分为 100分，五科总分为 500分。考试形式一律为闭卷考试。每科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考试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至 15 日（星期日）两天，具体安排见下表（《专

业课》具体安排在《准考证》上注明）： 

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时间表 

   项目      

日期、考点 

上午 下午 

时间 科目 时间 科目 

3月 14日 

(省指定考点) 

8:00-10:00 政治理论 
15:00-17:00 

专业 

基础课 10:30-12:30 英语 

3月 15日 

(省指定考点) 
9:00-11:00 专业课 1 15:00-17:00 专业课 2 

考生的考试地点具体见《准考证》，考生须于考试前一天到考点熟悉试室分布情况。 

省统考科目的考试大纲和考试范围由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教育部专科升本科同一层次的要

求编写确定，并于报名前向社会公布。 

校考科目的考试大纲和考试范围由我校根据专科升本科同一层次的要求编写确定，考生可

http://www.eeagd.edu.cn/
http://zsb.z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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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校招生办网站下载（http://zsb.zqu.edu.cn）。 

八、录取 

录取分数线由省招生委员会确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分文科类、理科类、体育类、艺术

类和英语类专业划定。录取工作由省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我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划定的

五门考试科目总分和省统考三科总分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九、入学收费标准 

被录取考生入学收费标准按省物价局的规定执行。 

十、在校学习期间的管理 

本科插班生为国家任务生，秋季入学，全日制脱产学习。插班生入学后，由招生学校进行

思想政治、业务、健康情况复查，经复查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入学资格；复查合格并经注册

后，即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插入本科专业三年级学习，并按插入年级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十一、毕业与就业 

本科插班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德、智、体考核合格，准予本科毕业，发给本

科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本科插班生毕业后的就业办法，与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相同。 

 

 

 

 

肇庆学院招生办公室 

2014 年 11月 22日 

 

 

 

附件： 

1. 2015年肇庆学院本科插班生招生答考生问 

2. 广东省 2015年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网上报名实施细则 

3．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体格检查表 

 

http://zsb.z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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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肇庆学院本科插班生招生答考生问 

 

 

一、请问今年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数如何？去年的报考人数和录取情况如何？ 

 

招生专业 

2015

年计

划数 

学费 

(元/学年) 
报考范围 

2014年的招生录取情况 

报考

人数 

招生

计划 
录取数 2014年录取分数线 

汉语言文学（师范） 50 3800 汉语类、文秘类 224  40 76 五科总分310/省统考三科165 

英语（师范） 50 4300 外语类 306 50 62 五科总分300/省统考三科120 

小学教育 

（小学语文，师范） 
30 3800 

小学语文教育、初等教育、

学前教育、汉语、文秘等 

师范类专业 

60 30 25 五科总分310/省统考三科165 

学前教育(师范) 20 3800 

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小

学教育、初等教育、艺术

教育、汉语、语文、音乐、

美术等师范类专业 

16 20 2 五科总分310/省统考三科165 

生物科学（师范） 30 4300 不限 73 30 38 五科总分240/省统考三科135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30 4300 数学类 100 50 68 五科总分240/省统考三科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 4300 理工类 74 26 21 五科总分240/省统考三科135 

合计 226   853 246 292  

说明：为拓宽就业渠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增设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师教育课程。毕业时学生可选择到企业、事业单

位就业，也可申请教师资格，应聘教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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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问招生专业的考试科目和参考书有哪些？ 

我校 2015年招生专业的考试科目和参考书如下： 

 

 

 

 

三、请问报名的流程是怎样的？ 

 

 

 

 

 

 

 

 

 

 

 

 

专业名称 省统考科目 校考专业课 专业课指定参考书 

汉语言文学 
(师范) 

1．政治理论 
2．英语  
3．大学语文 

1．中国文学史 
2．汉语与写作 

1．《中国文学史》（第二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2．《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3．《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月。 

英语(师范) 
1．政治理论  
2．大学语文 

1．综合英语 
2．英语语法 
3．翻译 

1.《新编英语教程》（第三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观仪、梅德明等主编，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12年 9月； 

2.《实用英语语法》张道真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 5月； 

3.《大学英语语法教程》何高大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4月； 
4.《英汉互译实用教程》（第四版）郭著章等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月。 

小学教育 
(小学语文，师范) 1．政治理论 

2．英语  
3．教育理论 

1．教育原理 
2．教育心理学 

1．《现代教育原理》柳海民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2．《教育学基础》，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 

3．《现代教育学》（第三版），扈中平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4．《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伍新春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学前教育(师范)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1．政治理论 
2．英语  
3．高等数学 

1．数学分析 
2．高等代数 

1．《数学分析》（上、下册）（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6月； 

2．《高等代数》（第三版），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何与代数教研室前代数小组编，王萼芳、
石生明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7月。 

生物科学(师范) 
1．政治理论 
2．英语  
3．高等数学 

1．植物学 
2．动物学 

1．《植物学》（第二版），陆时万、吴国芳等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植物学》，谢国文等编，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3．《动物学》，姜云垒、冯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普通动物学》（第三版），刘凌云、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政治理论 
2．英语  
3．高等数学 

1．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2．数据结构 

1．《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何钦铭、颜晖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2．《C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数据结构与算法（第二版）》，张晓莉、王苗等编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1月。 

网上预报名 

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电子摄像、校对信息、打印正式报名表并签名 

 

“确认报名日”到肇庆学院财务处缴交考试费 

带齐相关资料到肇庆学院招生办资格审核、确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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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问网上报名有哪些注意事项？ 

考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等信息是录取入学后注册学籍的重要信息，请在网上报名时慎重输入，仔细确认；

通讯地址与联系电话不要随意更换，以确保录取通知书的查收和方便联系；考生网上报名后，请牢记网上预

报名号及密码，自己打印《广东省 2015 年本科插班生报名登记表》，并签名确认所填信息无误。未履行网上

预报名手续的不接受现场报名。 

 

五、请问往届毕业生专科毕业证验证有哪些注意事项？ 

㈠ 验证方法： 

报考本科插班生的往届毕业生，在报名现场确认时必须交验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并取得中国高

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网址http://www.chsi.com.cn/xlcx/lscx.jsp）

查询码，由我校报名工作人员登录教育部学信平台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核对考生的专科毕

业证。对验证无误的考生，在网上打印显示的验证结果，并由报名点指定人员在打印件上签字确认。 

㈡ 查询码的获得： 

属 2001年以后毕业的专科毕业生，在报名信息确认前必须获取进行学历证书查询的查询码，获取查询码

的方法（每组查询码只能使用一次，2元/条，不含短信通信费）：中国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020至 1065800883077

（客服电话：4006125880），中国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1020 至 106555822077（客服电话：10102580）。考生发

出短信后，系统一般在 3 分钟内可将查询码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考生向我校报名工作人员提交已获取的学

历证书查询码，由工作人员立即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信平台网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

（http://www.chsi.com.cn/xlcx）,输入“专科毕业证证书书编号＋姓名＋查询码＋验证码”进行在线查询

验核。 

属 1991年－2000年毕业的专科毕业生可先在报名确认前自行登陆学信网进行实名注册后，通过用户名、

密码登录学信平台后免费查询本人学历。在报名点由考生本人凭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在报名现场登录“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提交验证结果。 

 

六、请问录取后能转专业吗？毕业与就业的政策如何？ 

插班生为国家任务生，全日制脱产学习。9 月份注册入学后，即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插入本科专业三

年级学习。插班生不办理转专业。 

插班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并考核合格，发给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

士学位。插班生毕业后的就业办法，与普通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相同。 

 

http://www.chsi.com.cn/xl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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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请问录取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什么时候录取？如何查询成绩和录取情况？ 

插班生考试各科满分为 100 分，五科总分为 500 分。由省招办划定五门考试科目总分和省统考科总分的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学校根据考生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插班生录取约在 4 月份中旬。考生成绩和录取查询可登陆省招办网站 http://www.eeagd.edu.cn 或学校

招办网站 http://zsb.zqu.edu.cn/查询。 

 

八、请问体检有什么规定？ 

   报考我校本科插班生的考生，本人自行携带《体格检查表》，体检表在我校招生办网站“资料下载”栏下

载（http://zsb.zqu.edu.cn），体检表须双面打印。考生可自行到考生所在地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在报名确认时将体检结果与其它资料一并提交。 

 

九、学校有没有开办考前辅导班？有没有考试大纲和专业参考书？ 

为净化招生考试环境、体现公平竞争，学校不开办任何考前辅导班。校考科目的考试大纲可登录我校招

生办网站 http://zsb.zqu.edu.cn/查阅，各考试科目的参考书由考生自行购买。 

 

十、请问招生办信息联系、工作监督方式有哪些？ 

学校招生办设在主校区行政楼一楼西侧，电话 0758-2716043，传真 0758-2716010，网址

http://zsb.zqu.edu.cn，监督申诉电话：0758-2716246，请考生密切关注招生办网页公布的最新消息。 

 

 

 

                                      肇庆学院招生办 

2014年 11月 22日 

 

 

 

 

 

 

http://www.eeagd.edu.cn/
http://zsb.zqu.edu.cn/
http://zsb.zqu.edu.cn/
http://zsb.z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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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 2015 年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网上报名实施细则 

2015 年我省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招生录取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为确保考生电子档案的准确性，现

制定如下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网上报名实施细则。 

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统一考试采取通过互联网报名方式，实行先预报名后正式报名制度。

预报名时考生可通过互联网了解报考须知以及各招生学校招生计划，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在网上自行录

入本人的基本信息，获取预报名号和设定密码，然后在省招生办公室规定的正式报名时间内到招生单位招生

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确认报名资格、校对信息、电子摄像、并交纳报名费和打印报名校对表。 

二、考生通过互联网报名自行录入的基本信息内容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报考类别、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个人密码、毕业学校、毕业专业和院校及专业志愿等。 

三、考生只能填报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所报考的专业必须与考生原就读的专科专业相同或相关，具体

要求由招生院校制定（详见各招生院校的招生简章）。考生可在广东省招生办公布的《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

2015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或在本科插班生报名系统网页上查询所要报考的院校、专业，在网页的志

愿栏目上输入院校码、专业码。 

四、考生预报名可采取两种报名方式 

1．考生登录到省教育考试院（网址为：http://www.ecogd.edu.cn/cbsbm）的本科插班生报名系统网页

后，按网页提示自行录入有关信息。信息正确提交后，考生必须将系统返回的预报名顺序号记录下来。 

2．报名点可在网页上即时将带有预报名顺序号的空预报名表打印交给考生。考生将该表填好后撕下预报

名顺序号，并把表交报名点或有上网条件的人帮助录入。报名点可即时录入也可集中录入。 

五、考生预报名时需设置 6 位数字个人密码，并记录好密码，以便修改本人的资料及查询考试成绩和录

取结果。 

六、考生进入预报名网页，系统要求考生阅读《考生须知》和《诚信考试承诺书》，阅读完毕确认，才可

进入填报考生基本信息，否则系统拒绝接受考生预报名。考生预报名正确提交后，需牢记系统所给出的预报

名顺序号及个人密码。 

七、考生预报名后，须到报考学校办理正式报名手续。正式报名时，考生先提供自己的预报名顺序号给

报名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录入该考生的预报名顺序号并确认是该考生的资料后进行电子摄像，并提交。正

确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考生号，并打印出该考生的正式报名表。 

八、考生要认真核对本人报名表中的内容，并签名确认。如果核对时发现有错误，请考生在正式报名表

上用笔更正，再交给报名点工作人员修改，重新确认。 

正式报名时，若考生忘记自己的预报名顺序号，则可根据考生的身份证号或姓名、出生日期查询并核对

该考生的资料。 

九、建立考生电子档案采取考生自行确认基本信息，由招生单位辅助采集照片信息，由省招生办集中管

理数据的模式。考生电子档案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试与录取管理以考生签名确认的正式报名

表为依据。因考生本人录入的信息错误以及因填报志愿不当原因而落选的，其责任由考生本人负责。 

本实施细则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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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5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体格检查表 
（体检表须双面打印） 

 

                                         

生源地：           市    就读院校：               考生签名：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  月  日 
 

 

半身一寸 

脱帽相片 

 

 

体检医院 

体检章 

文化程度   民族   职业  婚否  

籍贯   
通讯地址及

联系电话 
  

原毕业学

校或工作

单位 

  

既往病史   

（以上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 

眼科 

裸眼视力 
右 

矫正视力 
右      矫正度数： 

医师意见 

（签字） 

 

 

1.眼   科 

 

 

2.耳鼻喉科 

 

 

3.口腔科 

左 左      矫正度数： 

其他

眼病 
  色觉检查 

彩色图案及编码：               

正常□ 色弱□ 色盲□ 全色盲□ 

单颜色识别：                 

 红□ 绿□ 紫□ 蓝□ 黄□ 

耳鼻喉科 

听力 
右     公尺 嗅觉 正常□ 迟钝□ 丧失□ 

左     公尺 耳鼻咽喉 正常□ 异常□ 

耳鼻喉科异常   

口腔科 

唇腭：正常□ 异常□ 牙齿：正常□ 异常□ 

口吃：否□ 是□ 口腔异常   

外科 

身高：     厘米 体重：     公斤 

医师意见 

 

 

签字 

皮肤: 正常□  异常□ 面部： 正常□  异常□ 

颈部：正常□  异常□ 脊柱： 正常□  异常□ 

四肢：正常□  异常□ 关节： 正常□  异常□ 

外科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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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 

血压 
收缩压：       kpa 

舒张压：       kpa 

医 师 意 见 

 

 

 

 

签字 

发育情况 良好□  差□ 

神经系统 正常□  异常□ 

呼吸系统 正常□  异常□  

心脏及血管 正常□  异常□  

肝 正常□  异常□  

脾 正常□  异常□  

胸部透视 正常□  异常□ 胸透异常  

内科异常  

肝功能 

转氨酶：正常□  异常□ 
 

医 师 意 见 

 

 

签字 

 

肝功能异常： 

体检结论   

体检医院意见   

复审意见   

备注   

 

注：1.“既往病史”一栏考生必须如实填写。如发现有隐瞒严重疾病，不符合体检标准的，即使已录取

入学，也必须取消入学资格。 

    2.体检医师应在检查项目结果的正常或异常等后的空格打“√”。 

3.体检标准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及教育部、卫生部有关文件要求执行。 

4.体检表须双面打印。 

 

 

体检日期：二О一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