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常信学生的深造途径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在为与自己心仪本科失之交臂而扼腕叹息吗？还

在以为本科是那么遥不可及吗？ 

不要遗憾了，咱们常信院的深造途径可是多着咧！ 

专转本、专接本、专升本、出国深造，要啥咱有啥！ 

 

一、专转本（普通高校专转本） 

学制：3 年专科+2 年本科 

文凭：接受“普通高校专转本”的学生在本科学习期满并达到普通本科毕业所

需学分颁发普通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享受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普通高考）统招四年制本科生同等待

遇，同属于普通全日制本科，第一学历为本科。 

区别：毕业证书上会写明“专科起点本科毕业” 

考试时间：一年一考，每年 3 月下旬 

报名条件：本省各类普通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未受记过

及以上纪律处分。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能正常毕

业。 

学院助考措施：常州信息负责培训的继续教育学院与南京同方教育联手开展专

转本辅导。学院每年有 600 人左右成功专转本，考入公办本科人数不断增加，

作为国家示范高职院每年还有 50 位左右的公办本科推荐名额。随着继续教育

学院与同方教育合作的深入，专转本升学比例将继续提升到参考人员的 90%左

右。近三年我院专转本学生考入的部分本科院校及专业如下所示： 

                                

 

 

 

 

 

 

 

 

 



2019 年我院学生考入的部分本科院校及专业 

 

     

本科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常熟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经济统计学、软件工程、英语、自动化

常州大学
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市场营销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自动化

淮海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工商管理、机械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淮阴工学院 财务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机械电子工程、网络工程

淮阴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江南大学京江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软件工程

江苏理工学院 市场营销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财务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际经济与贸易、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旅

游管理

金陵科技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动画、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市场营销信息工程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市场营销

南京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电子商务、英语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酒店管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会计学、机械工程、市场营销、信息工程、自动化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设计、会计学、机械工程、软件工程、市

场营销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车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通信工程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工程管理、金融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旅游管

理通信工程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

南京晓庄学院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设计、经济与金融、旅游管理、秘书学软件工

程社会工作食品科学与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工程、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自动化类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市场营销、通信工程

南通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商务、环境设计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广告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数控技术)、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旅游管理、汽车服务工程、日语、市场营销、视觉传达设计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汉语言文学、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会计学、市场营销

苏州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市场营销、视觉

传达设计、英语

无锡太湖学院 工商管理、会计学、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自动化

宿迁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秘)、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徐州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

盐城工学院 纺织工程、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酒店管理、汽车服务工程、视觉传达设计

盐城师范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英语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会计学、旅游管理、软件工程、市场营销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动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摄影、数字媒体技术、网络与新媒体、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英语



2018 年我院学生考入的部分本科院校及专业 

 

 

 

 

 

 

本科院校名称 专业

常熟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经济统计学、秘书学、软件工程、英语(商务)、自动化

常州大学
财务管理、产品设计、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软件工程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自动化

淮海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机械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淮阴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机械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淮阴师范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视觉传达设

计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工商管理、环境设计、金融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财务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法学(知识产权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师范)、行

政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视觉传达设计、通信工程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南京晓庄学院、财务管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行政管理、旅游管理、秘书

学、软件工程、社会工作、物流管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

联网工程、自动化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市场营销、通信工程、物流管理、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国际经济与

贸易、南通理工学院、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三江学院、保险学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广告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旅游管理、日语、新闻学、自动化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会计学、旅游管理、市场营销、苏州科技大学、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市场营销、视觉传达设

计、英语

无锡太湖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自动化

宿迁学院 财务管理

徐州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视觉传达设计

盐城工学院 工商管理、环境设计、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酒店管理、汽车服务工程、视觉传达设计

盐城师范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视觉传达设计、英语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文秘)、会计学、旅游管理、软件工程、市场

营销、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产品设计、动画、广告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

新闻学



2017 年我院学生考入的部分本科院校及专业 

 

本科院校名称 专业

常熟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秘书学、经济统计学、英语(商务)

、英语

常州大学
软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产品设计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市场营销

常州工学院 英语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机械工程、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淮海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汉语言文学

淮阴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财

务管理、物流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土木工程

淮阴师范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

江苏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金陵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车辆工程、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金融学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市场营销

南京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自动化(数控技术)

南京工业大学 自动化、机械工程、电子商务、公共事业管理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信息工程、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机械工程、市场营销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金融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南京体育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南京晓庄学院
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财务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秘书学、广播电

视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软件工程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市场营销、物流管理、通信工程

南通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财务管理、软件工程

三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市场营销、新闻学、

财务管理、日语、视觉传达设计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会计学、广告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苏州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英语、视觉传达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机械工程、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环

境设计

徐州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市场营销、视觉传达设计

盐城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汽车服务工程、会计学、酒店管理、工商管理、环境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

盐城师范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视觉传达设计、汉语言文学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市场营销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与新媒体、摄影、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

设计、产品设计



二、专接本 

学制：2 年专科+2 年本科（第 3 年的专科与第 1 年的本科重叠） 

文凭：专接本学生在本科学习期满并达到普通本科毕业所需学分颁发

普通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本学历属于自学考试学历。 

报名时间：学生在大二的下学期报名（4—6 月） 

报名条件：本省各类普通高校的专科二年级在籍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未受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能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

毕业要求，能正常毕业。 

对接院校及专业： 

对接本科院校 对接专业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 

南京工程学院 数控加工与模具设计专业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商务英语专业 

南京师范大学 韩国语专业 

江南大学 动画设计专业 

常州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会计学、商

贸英语 

扬州大学 电气工程自动化 

 



三、专升本（含成人高考、远程教育、自学考试） 

 

      “专升本”有这样几种类型： 

1、专科毕业后，通过成人高考进入成人本科院校学习，学习期满并达

到本科毕业所需学分颁 发成人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

予学士学位。 

2、专科毕业后，进入远程网络学院学习，参加远程网络学院组织的考

试，修满规定学分即获 

    得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常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是中国人民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的远程网络教育学习中心。 

3、专科毕业后，可以到当地招办报名参加自学考试，考完规定课程即

可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四、出国深造 

        学院已与韩国明知专门大学、美国恰达河齐技术学院、新加坡

南洋理工学院、英国 Milton Keynes 大学、澳大利亚悉尼 TAFE 学院

等十多所国外高校进行合作办学，学院每年选送一批学生和老师到国

外合作院校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