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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专业 学制 （拟）招生人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三年 90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三年 80
休闲体育 三年 40

常州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三年 50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三年 50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三年 未定
质量管理与认证 三年 未定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三年 未定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三年 35~50
信息安全与管理 三年 35~50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三年 35~50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三年 35~50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三年 50
建筑设计 三年 50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三年 50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三年 50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 三年 50
园林技术 三年 50

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五年 40
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个人形象设计 五年 30

数字媒体技术 五年 30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药学 五年 40

在常本科院校新增7大专业

首设飞行技术专业，学成当飞行员

江苏理工学院今年的新增专
业中，除了有凸显学校师范教育
优势和特色的学前教育专业，适
应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和铁路发
展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还增设了
环境科学专业，逐步建立了紧密对
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据该校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院环境工程系主任高永教授介
绍，环境科学专业是结合节能环
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

在学校省特色专业建设点、硕士
点——环境工程专业、校特色专
业——资源循环科学专业基础
上开设的一门理科类专业。“国
家的经济发展正向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也使得环
境大类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加速
递增，就业前景广阔。我们系通
过工理结合，将重点服务于有色
金属、环境监测与治理行业。”据
了解，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分环境

监测和循环经济两大方向。一
方面，与常州环保局环境监测部
门合作，提供实习岗位，参与环
保工程项目；另一方面，与学校
商学院合作，在本校建设了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学院和
资源循环研究院，实施产教融
合、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

高永透露，今年环境科学专
业初定招生 40 人/班，分数线将
在本二线上10分左右。 杨曌

近 日 ，教 育 部 公 布 了
2016 年度高等学校专业设置
备案和审批结果，常州两所本
科院校一共新增7个专业。

其中，江苏理工学院新增
金属材料工程、环境科学、学
前教育 3 个专业，本科专业总
数增至59个；常州工学院新增
应用统计学、交通运输、飞行
器制造工程、飞行技术 4 个专
业，本科专业总数增至54个。

所有新增专业年内即可
招生，其中工科类专业最多，
有4个。

根据预测，到 2020 年，通用
航空飞行员缺口超过 10000 名，
属紧缺型人才。而在常州，通用
航空是 2016 全市十大产业链主
要目标和推进重点之一。常工
院今年新设民航飞行学院，并新
增两个备案专业——飞行器制造
工程（民航机务工程方向）和交通
运输（民航运输管理方向），以及
一个审批专业——飞行技术。

据民航飞行学院筹建办主
任郭魂介绍，飞行技术专业作为
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全国仅18所

高校开设，江苏目前有2所，分别
是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和 常 工
院。“该专业为委托培养单位订
单式培养能够在民用运输航空和
通用航空领域从事航空器驾驶工
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也就是民
航飞行员。对学生的综合素质，
尤其是身体素质要求较高。”

此外，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
（民航机务工程方向）主要面向机
务维修、监测管理、民航设计制造
领域。交通运输（民航运输管理方
向）则以培养机场运营与安全管

理、空中交通管制方面人才为主。
据了解，飞行技术专业今年

首招“4+1”，即完成4年本科学业
后，赴国外进修 1 年，初定招生
30~40 人/班。由于该专业是由
国家民航总局划线，郭魂预估，分
数线将比本二线低30%~40%左
右。此外，其余新增飞行相关专业
均招生40人/班，分数线在本二线
左右。学生学成之后，将输送到常
州航空产业园、航空企业就业。飞
行员的年薪可达百万，其余两个专
业的月薪均可达8000元。

江苏城建学院

首次开展高中提前招生工作

本报讯 近日，江苏城
乡建设职业学院 2017 年高
中提前招生综合测试工作
顺利开展，完成了对报考学
生的面试工作。

本次提前招生综合测
试包含普通文理类考生和
艺术类考生。文理类考生
主要为面试，具体考察考生
的行为举止、知识素养、语
言表达、人际沟通、问题分
析与解决、专业意向与职业
规划等，通过考生随机抽取

试题的方式进行。艺术类
考生参加静物素描测试，重
点考察报考学生的绘画基
本功。

今年是该校首次开展
高中提前招生工作，学院提
供了 17 个三年制高职专业
供考生填报。

据悉，提前招生预录结
果将于 4 月底公布，考生可
通过校园官网、招生网、招
生电话等进行查询。

（裴玮艳 陈思锋）

旅商高职校

学生手机管理“花样百出”

本报讯 近日，常州旅
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应
用外语系对在校学生的手机
管理情况展开调查。结果显
示，要求手机上交管理的班
级占六成，“手机袋管理法”
最普遍。

据了解，本次调查共涉
及全校四个系部，共 90 个班
级。调查显示，对手机进行
上 交 管 理 的 班 级 占 65% 。
这些班级中，用“手机袋管理
法”的占 60%，最为普遍；要
求装箱或交至老师办公室进
行 全 天 候 保 管 的 班 级 占
23.6%，方法最有效；要求课
前上交至讲台和飘窗的各占
3.6%和1.8%。

此外，各班班主任也发
明了很多手机管理方法，如

“保险箱关锁法”，将手机统
一交到箱子里上锁，放在教
室里由专人保管；“手机袋保
险箱联用法”，即允许少量班
委手机上交至手机袋，方便
与老师联系，其他同学手机

装箱上锁。
对于以上方法的运用，

调查小组提出了如下建议：
手机管理要因班而异，因年
级而异；手机的管理重在落
实，贵在坚持；白天与晚上可
以不同。白天上课期间，要
严格管理以确保课堂秩序，
晚上自习课可允许学生使用
手机，上网查单词、查老师布
置的作业。

（袁少柏 文摄）

江苏理工学院

学生比拼专业技能
本报讯 近日，江苏理工

学院商学院举行第六届学生
专业技能大赛。该项赛事是
商学院长期坚持的特色教学
实践活动，自2012年至今已
成功举办五届。

据了解，在当前国家大
力推行高校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技能大

赛作为助推院校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江苏
理工学院商学院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的开展，将提升学
院学生的创新能力，实现课
堂教学与就业岗位的“零距
离”对接。

（王一宁）

高大上 常工院首开飞行技术专业，年薪或达百万

接地气 江理工新增环境科学专业，工理结合保护环境

备注

：所有新增专业均于今年开始招生

，

最终招生计划以教育部门公布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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