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绵教体函〔2014〕122号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绵阳市 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体局，各园区社发局，科学城教育局，市属职业院

校： 

现将《绵阳市 2014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校实际,认真做好今年中职招生工作。 

 

附件：1.绵阳市 2014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2.绵阳市 2014 年中职招生资格学校及专业目录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2014 年 4 月 16 日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14 年 4月 16 日印发 
                                                                       



 - 1 - 

附件 1： 

 

绵阳市 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为确保完成 2014 年中等职业教育既定招生目标任务，促

进我市中职教育科学、稳定、健康发展，制定绵阳市 2014 年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阳光、开放、规范的招生政策，确

保全面完成中职既定招生任务。 

二、中职招生学校、专业、对象及任务 

招生学校及专业：我市辖区内 2014 年经省、市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公布的具有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职业院校及

专业（见附件 2）。 

招生对象：2014 年全市初中、高中毕业班学生和往届初中、

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人员。 

各县市区要将招生任务及时分解到辖区中职学校，确保完

成任务。 

三、中职招生原则 

确保招生工作规范有序，确保报名学生自愿选择学校和专

业，确保生源不流失,确保教育教学秩序稳定。 

四、中职招生方式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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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五年制高职和普通高中招生均实行网上报名，共用

网上报名系统，全市所有初中毕业生均须在网上报名并填报志

愿。每名考生在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同时，可以填报中职和五

年制高职志愿。每名考生只能填报一所中职学校两个专业志愿。

愿意就读五年制高职的考生必须参加中考，五年制高职专科学

校志愿填报时间：6 月 23 日至 6 月 27 日。 

五、中职招生程序及要求 

中职招生实行“三个统一”。 

一是统一信息发布。各中等职业学校将制作招生简章所需

的文字材料和图片资料的电子文档和审核盖章后的纸质文档报

市教体局职成科，市教体局审核后，由市招办统一编印《绵阳

市 2014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指南》（以下简称《招生指南》）。

各县市区教体部门向辖区内初中学校免费发放《招生指南》，

要做到对初中学校全覆盖，各初中学校要将宣传画册发放到初

中毕业班学生手中，人人知晓。各中职学校自行发布的招生宣

传资料要符合政策规定，真实准确，杜绝虚假信息，并报所在

地教体主管部门审核后方可发布。 

二是统一宣传动员。一是统一开展媒体宣传。今年，我局

统一制作中职招生专题宣传片，在绵阳电视台和绵阳教育频道

播放，同时在绵阳日报、绵阳晚报和绵阳教体信息网等媒体上

进行招生宣传。二是统一组织现场宣传。为保证中职招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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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源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协调推进，中职学校到生源学校

进行现场宣传的时间统一安排为：2014 年 4 月 20 日—4 月 30

日。各县市区（园区）教体（社发）局要按照统一的招生宣传

时间，安排市内职业院校有序到辖区内生源学校进行招生宣传。

生源学校要按照市教体局制定的招生政策进行宣传动员，公布

绵阳教体信息网址，在校内宣传栏张贴登载招生信息的宣传画

册，发放《招生指南》，积极配合市内职业院校做好招生宣传

工作，确保每一名应届初中毕业生都能全面了解我市优质的中

职教育资源和招生信息。 

三是统一组织招生。招生工作由市教体局、招办、各县市

区（园区）教体（社发）局、招办共同组织实施。各县市区（园

区）教体（社发）局应摸清辖区内初中毕业生生源底数，避免

生源流失。生源学校要客观、公正地指导自愿就读中职学校的

学生填报志愿。网上报名结束，各中职学校要立即通过招办获

取学生志愿信息，主动与学生和家长联系，办理招生手续。 

六、中职招生纪律要求 

一是严禁用经济手段组织生源。生源学校（含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向招生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生源组织费，招生学校

（含个人）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经济手段组织生源，严禁生源

学校（含个人）炒卖学生。 

二是严禁违背学生意愿。各地各校必须尊重学生自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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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学校和专业的权力，不得违背学生的真实意愿，代学生填

报或擅自更改学生填报的学校和专业。 

三是严禁招生学校擅自进入生源学校宣传。招生学校到县

市区初中学校开展招生宣传动员工作必须提前报当地教体（社

发）局备案，并在规定的招生宣传日进行，不得擅自进入生源

学校做宣传动员工作。严禁乱宣传、乱承诺、乱许愿。 

四是严禁封锁招生信息。生源学校要有大局观，要有对每

一个学生未来成长负责的责任意识，向学生公开招生学校信息，

严禁封锁生源。 

五是严禁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除经市教体局批准

的有特殊要求的专业外，中职学校不得招收未完成义务教育阶

段课程的学生。 

凡违反以上招生纪律的学校和个人，一经查实，市教体局、

各县市区（园区）教体（社发）局将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当

事学校校长及当事人分别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将视其性质

移送纪检或司法部门处理。招生学校违反招生纪律情节严重的，

取消一至三年的中职招生资格。 

市教体局监督举报电话：2210217 、2210273(职成教科)，

2213260（监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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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绵阳 2014年中职招生资格学校及专业目录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56001 

绵阳职业技术

学院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90300 计算机平面设计 

050900 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051100 机械制造技术 120100 会计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051700 汽车制造与检修   

56005 

四川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  

100100 护理 101100 药剂 

100200 助产 101700 中医康复保健 

100700 医学检验技术   

56014 

四川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160100 学前教育 

  

51054 

绵阳广播电视

大学 

051200 机械加工技术 120100 会计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21100 电子商务 

053200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13010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90100 计算机应用 142200 美术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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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55 

四川汽车职业

技术学院（民

办） 

051700 汽车制造与检修 082800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56052 

四川电子机械

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82300 航空服务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51700 汽车制造与检修 121100 电子商务 

080100 铁路运输管理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56013 绵阳财经学校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121100 电子商务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3010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 

090100 计算机应用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120100 会计 130700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121000 市场营销 142200 美术设计与制作 

56065 江油工业学校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90300 计算机平面设计 

050900 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 060200 工业分析与检验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121100 电子商务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051600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082800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56011 

 绵阳水利电力

学校 

031500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

备 

041600 工程测量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041500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56012 绵阳农业学校 010200 现代农艺技术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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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00 园林绿化 090100 计算机应用 

012000 畜牧兽医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120200 会计电算化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060700 生物化工 

56043 

科学城职业中

专学校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56044 

绵阳职业技术

学校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121100 电子商务 

041500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51400 数控技术运用 130700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080100 铁道运输管理 142000 工艺美术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42100 美术绘画 

090100 计算机应用 160100 学前教育 

110200 美发与形象设计   

56083 

绵阳市博远艺

术职业学校（民

办） 

140100 社会文化艺术 140900 舞蹈表演 

56059 

绵阳市服装艺

术职业学校（民

办） 

070900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140900 舞蹈表演 

140800 音乐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142500 服装展示与礼仪   

56058 绵阳航空职业 082300 航空服务   



 - 8 - 

学校（民办）  

56064 

绵阳凯阳民航

物流职业学校

（民办） 

082300 航空服务 121900 物流服务与管理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56053 

绵阳市电子教

育学校（民办） 

51100 机械制造技术 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90100 计算机应用   

56056 

绵阳理工学校

（民办） 

091600 通信运营服务 

  

56057 

绵阳外贸电子

学校（民办）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090100 计算机应用 

56031 

绵阳市游仙区

职业高级中学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90100 计算机应用 

051200 机械加工技术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20100 会计 

082300 航空服务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56048 
绵阳机电工程

学校（民办）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56063 

绵阳市世纪石

油工程技术学

校（民办） 

030200 石油天然气开采 030400 石油与天然气贮运 

56062 

绵阳市阳光职

业技术学校（民

办） 

090100 计算机应用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56038 三台县刘营职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90100 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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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级中学校 051200 机械加工技术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60100 学前教育 

56081 

三台县乐安职

业高级中学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51700 汽车制造与检修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053200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56082 

三台县文武职

业技术学校（民

办） 

150100 运动训练 

  

56037 
江油市中坝职

业中学校 

040100 建筑工程施工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120100 会计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21100 电子商务 

051500 模具制造技术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42000 工艺美术 

082800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090100 计算机应用 150200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56034 
梓潼县七一职

业高级中学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3010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 

090100 计算机及应用   

56039 

盐亭县职业技

术学校 

051200 机械加工技术 121100 电子商务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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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00 计算机应用 142400 服装设计与工艺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56049 

安县职业中专

学校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051700 汽车制造与检修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90100 计算机应用   

56035 

北川羌族自治

县七一职业高

级中学 

040500 工程造价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051200 机械加工技术 120200 会计电算化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143200 民族服装与服饰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56036 

平武县职业高

级中学 

051400 数控技术应用 091300 电子技术应用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30200 旅游服务与管理 

090100 计算机应用   

56060 

绵阳灵创电子

信息技术学校

（民办） 

020500 钻探工程技术 091100 

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

修 

56023 

绵阳市艺术学

校（民办） 

140800 音乐 141200 戏剧表演 

140900 舞蹈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