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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招委字〔2019〕7 号 
 
 

关于印发《吉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 

招生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县（市、区）

招生委员会，有关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院校： 

为深入贯彻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国高职

院校扩招 100万人”的战略部署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高

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教职成〔2019〕12号）的通知精神，

落实吉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做好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的实施方案》（吉教联〔2019〕21 号）的通知，做好 2019 年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现将《吉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专

项考试招生工作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高职扩招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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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决策部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招生机构及有关招生

院校要加强对高职扩招工作的领导，层层落实责任，积极主动作

为，要统筹落实好高职扩招工作任务，确保安全平稳。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督查组，对各地扩招组织实施情况进

行督查，并将各地落实情况作为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

评价的重要内容。 

各地、各有关招生院校要把高职扩招专项考试纳入重要工作

日程，切实做好考试实施、考场管理、试卷评阅和招生录取工作，

确保考试平稳顺利。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对高职

扩招专项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招委会是本行政区域内组织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治理考试环境、维护考试安全、整肃考风考

纪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各招生院校要在本

校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统一组织本校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

作，学校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 

二、加强制度落实，确保试卷绝对安全 

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教考试〔2004〕

2 号）要求，各级考试招生机构和有关招生院校要加强高职扩招

专项考试试题（卷）的安全管理和保密工作，确保试题（卷）印

刷、运送、保管、分发、存放、邮寄等各环节严格执行安全保密

规定，所有保密室达到国家标准，并通过保密部门的合格验收。

试题（卷）进入保密室后，须 4 人（2 名公安人员、2 名考试工

作人员）24 小时值班。保密室要全部联网和远程视频监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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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不出现任何安全问题。要加强对舆情和应急事件的预判研判，

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并落实应急保障，快速妥善处置考试突发情

况。 

三、强化机制创新，完善考试办法 

各地、各有关招生院校要针对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不同群体的特点和受教育状

况，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考试评价、分别选拔录取等措施，

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切实加强对考试、阅卷、

测评、公示、录取等环节的监督和管理，在严格规范、公平公正

的基础上完成好扩招任务。 

四、突出工作重点，规范招生工作行为 

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规定，严格遵守教育部

“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维护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公平

公正。要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认真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要求，

及时公开有关信息，接受考生、学校和家长的监督。有关单位要

按照“谁主管、谁审核、谁负责”原则，切实履行工作职责，严

格报名条件、材料审查、学校考核、监督制约和造假惩处，严厉

打击违规行为。不得以“生源基地”等形式圈定中学范围，不得

在考试前以任何形式开展与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挂钩的考核

活动。不得委托个人或中介组织开展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有关

工作，或将审核、考试、选拔等工作下放至学校内设学院（系、

部等部门）独立负责。高校、内设学院（系、部等）及教职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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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组织或参与考前辅导、应试培训，确保考试招生公平公正。要

坚持依法治考、从严治招，加大违规行为处罚力度，按照《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刑法修正案（九）》以及《教育法》严

肃查处考试中的违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

责任。 

四、加强政策解读，做好招生宣传工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招生机构和招生院校要主动加强正

面宣传，把握舆论导向，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加强政策

解读、志愿填报、信访查询等服务工作。适时开展招生预警或案

例宣传，提醒考生和家长避免上当受骗。加强对治安、出行、食

宿、卫生等方面的综合保障，营造温馨考试环境。 

考试、招生期间，各地和招生院校要向社会公开违规举报电

话和咨询电话，安排专人接访，及时妥善处置信访问题。 

请各级考试院（招生办）速将本通知转发至所辖有关中学、

中职学校，并传达到有关考生。 

 

附件：吉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规定 

 

 

吉林省招生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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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 

招生工作规定 

 

为做好吉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实现“平

安考试招生”工作目标，确保考试招生工作有序实施，制定本规

定。 

一、总体要求 

今年高职扩招百万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确定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进一步办好新

时代职业教育的重大机遇。各地各校要以政治思维提高站位，充

分认识高职扩招的重大意义，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要以

改革思维攻坚克难，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

应届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

农民等报考；要以系统思维科学谋划，衔接好现有高考政策，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统筹做好报名、考试、录取工作；要以底线思维

确保稳定，积极稳妥操作，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监督管理，确保

公平公正。 

二、报名条件 

符合吉林省 2019 年全国统一考试报名资格且申请参加高职

扩招专项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

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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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等群体均可报名。 

三、命题制卷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只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试卷，外语科目

只提供英语与日语试卷。试题由省教育厅统一命制，其中语文、

数学、英语命题范围以 2018 年 11 月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吉林

省高职分类考试文化基础课考试纲要（试行）》通知（吉教职成

〔2018〕52 号）为准，日语命题范围以《吉林省普通高校对口

招生考试纲要》（2015年版）为准。 

职业技能测试命题由招生院校组织实施，具体命题范围及方

式可到招生院校网站查询。 

四、试卷评阅及成绩评定 

文化素质考试的试卷评阅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考

生要按网上阅卷答题要求作答。凡未按规定作答而造成机器无法

识别、扫描，影响阅卷评分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职业技能测试成绩评定由招生院校自主实施。查询方式及时

间，考生可到招生院校网站查询。 

五、成绩公布 

文化素质考试科目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公布，考生可于

11 月 20 日 左 右 通 过 吉 林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官 方 网 站

（http://www.jleea.com.cn）查询。 

职业技能测试成绩以及录取成绩由招生院校负责公布，查询

方式及时间，考生可到招生院校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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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愿填报及录取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录取工作预计在 12月初完成。 

省教育考试院依据考生文化素质考试成绩统一划定高职扩

招职业技能测试资格线。成绩达到资格线的考生方可参加招生院

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考生可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http://www.jleea.com.cn）查询职业技能测试资格线。 

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招生院校指定的网站填报志愿（每

名考生只允许填报 1 所院校志愿，不可兼报其它院校志愿）。招

生院校按照其招生章程，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在规定时间内

组织职业技能测试，完成录取工作。在学校网站公布录取结果，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具体报名办法及时间，考

生可到招生院校网站查询。 

剩余计划全部实行网上征集志愿。第一轮录取未完成招生计

划的院校，应在 12 月 2 日在本校网站公布全部剩余计划，组织

考生网上填报征集志愿（第一轮已经被录取的考生不允许参加征

集志愿），并再次组织职业技能测试，按照本校《招生章程》完

成征集志愿录取。两轮录取结果均须在学校网站对外公布。 

招生院校须在 12 月初完成新生录取工作，报省教育考试院

审核备案，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新生入学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进行资格复查。资格复查不

合格者，根据相关要求和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报考我省 2019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的考生可以兼报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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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参加 2020 年普通高考，已

被录取的考生不得继续参加 2020年高考。 

七、招生院校 

2019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院校招生计划详见各招生院校《招

生简章》，考生可登录招生院校网站查询。招生院校名单如下： 

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1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2 11044 四平职业大学 

3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8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9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12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13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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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14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15 13917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16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7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18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19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0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21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2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23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24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25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八、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招生院校要在本级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统一

组织本校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要认真落实招生信息“十

公开”要求，及时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章程、招生计

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事

件违规处理结果、录取新生复查结果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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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各招生院校要主动接受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

院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初审、审查、考试、测评、公

示、录取等各个环节的监督，严厉查处和及时纠正违纪违规行为。

有关院校要制定高职扩招工作日程并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建

立完善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学生及校友代表参与的第

三方监督制约机制，切实加强过程监管。有关院校要公布监督举

报电话，畅通投诉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有关招生院校要成立高职扩招专项考试领导小组，统

一组织本校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工作，并建立健全招生考试各环节

工作结构，重新制定《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章程》，明确职责，

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九、附则 

（一）高职扩招专项考试考务工作，按教育部、省招生委员

会、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普通高考考务管理规定及吉林省高职分类

考试考务工作规定执行。 

（二）各有关招生院校可依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订

实施细则，并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三）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教育部《普通高校招生工

作规定》执行。 

（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吉林省教育

考试院。 

 

吉林省招生委员会                                  2019年 10月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