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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专升本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学院 2020 届毕业生专升本工作，根据省教育厅《2020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高校招生考试实施办

法》文件精神，按照省招生办统一工作要求，特制定本工作实施方

案。 

一、日程安排 

（一）2019 年 9 月 5 日下发工作实施方案。 

（二）2019 年 9 月 5 日-9 月 20 日各分院通知学生并做好初审

工作。 

（三）2019 年 9 月 20 日各分院上报推荐学生名单。 

（四）2019 年 9 月 20 日-10 月 10 日公示推荐学生名单。 

（五）2019 年 10 月 12 日-13 日采集推荐学生报名信息。 

（六）2019 年 10 月 15 日-16 日招生就业处上报数据。 

（七）准考证下发时间：2020 年 2 月下旬。 

（八）考试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上午 9：00－11：00 外语（英、

日、俄）；下午 14：00－16：30 专业基础课。 

（九）考生成绩将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通过“黑龙江招生考试

信息港”发布。 

（十）专升本考生志愿实行网上填报。时间为：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3 月 27 日（每天系统开放时间为 9:00-21:00）。考生根据“黑

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www.lzk.hl.cn）公布的《2020 年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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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本科高校招生计划》，填报本人志愿。 

网报系统默认考生的登录密码为考生本人身份证号码后六位，

考生首次登录时系统将强制考生修改密码，考生务必牢记和妥善保

管修改后的密码。 

考生志愿表设置 5 个志愿，考生可根据本人意愿和成绩，按照

公布的院校招生计划和要求，选择填报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相同的

5 个志愿。 

考生密码信封丢失或忘记密码，须立即与学院招生就业处联

系，核实身份后，填写《2020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志

愿密码申请表》（附 11），进行补发。 

（十一）录取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30 日－4 月 5 日，录取期间

考生可通过“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查询录取结果。 

按照考生填报的 5 个平行但有逻辑顺序的志愿，省招考院按照

“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平行志愿原则，将达到该考试科目组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按考生总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投档，由

院校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审查录取。当考生总分相同时，则按单科

顺序及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单科成绩的排列顺序为：专业基础课，

外语公共课。 

（十二）剩余计划征集。考生填报的 5 个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结

束后，因考生填报志愿不均衡而出现部分招生院校或专业仍有剩余

招生计划时，省考试院将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5 日在“黑龙

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上公布。考生网上查询录取状态后，未被录

取且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线的考生可凭密码登录网报系统，填报

征集志愿，过时不予受理。 

二、报名工作 

（一）报名对象 

1、在校学习期间，按照专业综合排名前 30%的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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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由省招办统一组织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

考试”和“全国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联合考试”成绩合

格者（持有“双证”报名的考生不占报考 30%比例数，须上报合格考

生名单，获得证书截止时间为本次考试报名结束之日）。 

（二）报名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推荐： 

1、反对宪法所制定的基本原则的或参加邪教组织者。 

2、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且情节严重、性

质恶劣者。 

3、在校学习期间，受过学院通报批评、纪律处分还未解除者，

德育考核不合格者。 

4、在校学习期间，累计超过四科（含四科）以上不及格科目

者。 

（三）报名要求 

1、招生就业处按照省教育厅确定的专升本比例及在籍学生数

按分院分专业下达各专业专升本学生数，并予以公示。 

2、学生本人向分院提出申请，分院对学生的基本资格进行初

审，并会同教务处、学工处对学生进行资格复审，之后把汇总复审

后的结果上报招生就业处。 

3、对具备基本条件的专业学生，如申请人数小于下达的该专

业核准人数，招生就业处直接确认名单。 

4、对具备基本条件的专业学生，如申请人数大于该专业核准

的专升本人数，招生就业处将在各专业和分院之间对计划进行二次

调整。 

5、如果学院符合条件申报的学生总量大于 30%基数，招生就

业处将向省招生办单独打报告增加报名计划。 

（四）关于退役大学生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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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教育厅、省政府征兵办《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大学生

征兵工作的意见》（黑教联〔2018〕22 号）文件规定“高职（专科）

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业后参加普通本科专

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专项使用，不得挪用。根据考生填报的

志愿，可在报考院校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下降低 20 分投档。”为落

实这项优惠政策，各分院需认真核查本分院符合条件考生情况并及

时通知考生报名。考生可凭身份证、高职（专科）毕业证书、入伍

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到所在分院报名。各分院需认真核实考生入

伍和退役材料，确定其报考资格，填写《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

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情况统计表》（附件 8）上报招生就业处，经

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院校公章后上报省招考院。 

（五）报名费用 

报名时考生需交报名费、考务费共计 150 元。 

三、报名程序 

（一）信息采集 

考生的报名信息采集由推荐学校负责。考生本人依据《2020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专业对接表》（附 1）、《2020 年黑龙江

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附 3）清晰、

准确地填写《2020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

表》（附 2）。由招生就业处打印《2020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

考生报考信息登记表》（附 6）交考生核对报名信息，考生核对无

误签名后，一份装入考生档案，一份上报省招考办备案。 

（二）信息核对 

考生本人要对《2020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

登记表》所填内容进行仔细核对，发现错误信息立即更正并确认签

名，不允许他人代签。 

（三）数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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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院校需上报的材料有：

（1）学院推荐报名方案正式文件；（2）《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

生报考信息登记表》；（3）《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持有“双证”的考

生名单》；（4）《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情况统

计表》；（5）报名信息光盘（含“双证”考生名单）一式两份。报送

地点：省招考办研招处 411 室。 

（四）数据下发 

全省考场编排库及相关考务管理程序将于 2020 年 2 月下旬下

发。 

各市（行署）招考办负责打印准考证，在加盖公章后下发各推

荐院校。各推荐院校于考试前 5 天将准考证发给考生。各推荐院校

对本校考生负有进行诚信考试教育的责任，并且在考前将《考生诚信

考试承诺书》逐一下发，在考生阅知、签名、回收、备案后，方可向

考生发放《准考证》。 

四、考生档案组建 

学工处负责组建、管理、寄送被录取考生的档案。录取结束后，

将考生档案通过机要分别寄送至录取考生的本科院校。 

考生档案袋内容：（1）考生的高职（专科）学籍；（2）考生报

考信息登记表；（3）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4）高职（专科）毕业

成绩单。 

五、有关要求 

（一）专升本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事关学生今后的发

展。各分院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各分院院长为第一责任人，要严

格执行学院专升本工作有关规定，切实把有升学愿望、品学兼优的

学生推荐到本科院校学习。 

（二）由于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均在校外实习，联系起来比较

困难，望各分院按学院时间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通知到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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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按时完成此项工作。 

（三）对于在专升本工作中违规操作，出现问题的，学院将直

接追究当事人责任，按学院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严勇 

副组长：李洪亮、张文、聂爱林、刘陆军 

成  员：王慧军、王云庆、牛红云、王超、田丽芬、计仁军、

潘亚芬。 

下设专升本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 

主  任：王慧军 

副主任：包  寰 

成  员：朱延泽、任广智、倪春凯、苍海波、孙铁英、赵清爽、

盛  力、张春霞、梁  亮、汪铁楠、杨淑红、于洪涛 

专升本工作监督举报电话：0451－88127107、88127993   

0451－88127837 

此通知发至学院网站：www.nkzy.org.cn，望各分院及时通知学

生返校报名。 

附： 

1.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招生考试专业对接表 

2.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 

3.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 

4.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报名点代码表 

5.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各授课地点代码表 

6.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登记表 

7.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持有“双证”的考生名单 

8.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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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各专业考试科目及指导教材 

10.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点设置区划表 

11.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志愿密码申请表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二○一九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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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招生考试专业对接表 

报名

点代

码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学

制 

本专业

毕业生

数 

拟对

接本

科专

业类

别代

码 

拟对接本科专业类别名称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食品加工技术 3 73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3 129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3 31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3 61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种子生产与经营 3 25 33 农学、园林、园艺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 81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3 38 33 农学、园林、园艺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药学 3 68 44 药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中药生产与加工 3 51 45 中药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药品服务与管理 3 55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 109 23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生物技
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3 27 25 土木工程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 60 25 土木工程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3 58 25 土木工程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建筑经济管理 3 33 47 财务管理、会计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会计 3 184 47 财务管理、会计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3 74 46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展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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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3 43 50 电子商务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3 103 48 物流管理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3 66 49 旅游管理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护理 3 398 39 护理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助产 3 41 39 护理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3 77 38 医学检验技术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3 99 40 康复治疗学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语文教育 3 88 08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新闻)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英语教育 3 76 09 英语、商务英语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3 251 05 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3 103 53 艺术设计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3 52 53 艺术设计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3 43 17 
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 87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3 72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3 38 17 
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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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 
                            

报名号 □□□□□□□□□□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别 □ 民 族 □□ 

身份证号 □□□□□□□□□□□□□□□□□□ 

学   号  政治面貌 □□          应试外语语种 □   

推荐院校国标代码及名称        □□□□□ 

在校所学专业   学制 □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收件人  

考生联系电话  邮 政 编 码 □□□□□□ 

报考专业类别 □□ 

注：此表为采集考生报考信息的依据，考生在填表时须用蓝或黑色碳素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

晰。要认真按填写说明，准确填写代码和内容。表中凡有方框“□”的，须先在“□”内填写代码，

然后在“□”后用汉字填写内容。表中栏目无“□”的，则直接用汉字或数字填写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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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 
 

为方便考生填写此表，现将填写办法按表中需填内容顺序说明如下： 

（1）报名号：为 10 位，代表的意义如下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报名点代码    专业类别代码    报名顺序号  
                                                                    

报名顺序号：根据专业类别不同从每个专业类别的 0001开始连续排序。 
（2）姓名：用汉字填写。 
（3）出生日期：用数字填写年月日，如：1994 年 7月 16日出生，则填：1994年 07月 16日。 
（4）性别： 1-男 2-女。 
（5）民族： 
01—汉  族     02—蒙古族   03—回 族    04—藏 族    05—维吾尔族    06—苗  族 
07—彝  族     08—壮 族    09—布依族   10—朝鲜族   11—满  族      12—侗  族 
13—瑶 族      14—白  族   15—土家族   16—哈尼族   17—哈萨克族    18—傣  族 
19—黎  族     20—傈傈族   21—佤  族   22—畲  族   23—高山族      24—拉祜族 

25—水  族     26—东乡族   27—纳西族   28—景颇族   29—柯尔克孜族  30—土  族 
31—达斡尔族   32—仫佬族   33—羌  族   34—布朗族   35—撒拉族      36—毛难族 
37—仡佬族     38—锡伯族   39—阿昌族   40—普米族   41—塔吉克族    42—怒  族 
43—乌孜别克族 44—俄罗斯族 45—鄂温克族 46—崩龙族   47—保安族      48—裕固族 
49—京  族     50—塔塔尔族 51—独龙族   52—鄂伦春族 53—赫哲族      54—门巴族 
55—珞巴族     56—基诺族   97—其他     98—外国血统中国籍人士 
（6）身份证号码：从左到右逐格填写。 

（7）政治面貌： 
01-中共党员   02-中共预备党员    03-共青团员    04-民革会员     05-民盟盟员 
06-民建会员   07-民进会员        08-农工党党员  09-致公党党员   10-九三学社社员 
11-台盟盟员   12-无党派民主人士  13-群众 

（8）应试外语语种：   1-英语   2-俄语   3-日语    
（9）推荐学校国标代码：由推荐院校指导考生填写。 
（10）推荐学校名称：用汉字准确填写。 
（11）在校所学专业：用汉字准确填写。 
（12）学制：指高职（专科）阶段的学制。 
（13）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用汉字详细写清准确地址，以免投递错误，延误正常入学。 
（14）收件人：用汉字写明接收人。 
（15）考生联系电话：可以填写一至二个联系电话，但必须是考生本人的，以便第一时间联系

到考生本人。 
（16）邮政编码：准确填入方格内。 
（17）报考专业类别代码：在《2016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招生考试专业对接表》中查找专业类

别代码填入方框内，并在栏内用汉字填写。 
（18）照片信息：直接采集身份证上照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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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报名点代码表 

 
0101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143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0102 哈尔滨华德学院 0144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0103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0145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0104 哈尔滨金融学院 0146 哈尔滨剑桥学院 

0105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 0202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108 哈尔滨广厦学院 0203 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0110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0204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0111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0205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0112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0301 黑龙江工业学院 

0113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302 黑龙江科技大学（鸡西校区） 

0114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0401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117 哈尔滨市职工医学院 050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0120 黑龙江职业学院 0602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0122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0603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分校 

0123 黑龙江科技大学（嵩山校区） 0604 大庆职业学院 

0124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0606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125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0701 伊春职业学院 

0126 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 0802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01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080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0128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0804 黑龙江三江美术职业学院 

0129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0805 佳木斯职业学院 

0130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0901 七台河职业学院 

013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1001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0133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1002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0134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003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0135 黑龙江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1004 牡丹江大学 

0137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1007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138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2701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0139 黑龙江粮食职业学院 4001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 

0141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注：此表用于报名点编排考生报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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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各授课地点代码表 
 
 

授课地点代码 授课地点名称 

01 哈尔滨 

02 齐齐哈尔 

03 鸡  西 

04 鹤  岗 

05 双鸭山 

06 大  庆 

07 伊  春 

08 佳木斯 

09 七台河 

10 牡丹江 

27 大兴安岭 

30 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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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登记表 
 

报名号 0127480001 姓名 王华      照 

片 

信 

息 

出生日期 1996 年 07 月 16 日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960716xxxx 民族 汉 

应试外语语种 英语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推荐院校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在校所学专业 物流管理 学制 3 年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学院路 660号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 

收件人 任广智 邮政编码 150025 

考生联系电话 XXXXXXXXXXX、XXXXXXXX 

报考专业类别代码 48 报考专业类别名称 物流管理 

以上内容考生本人核对无误后签字： 

推 

荐 

院 

校 

意 

见 

 

 

 

 

 

院校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一份上交省招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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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持有“双证”的考生名单 

院校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英语

应用能力考试准考证号 

全国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学

生计算机联合考试准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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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情况统计表 

院校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序号 姓名 报名号 身份证号 
入学 

时间 

毕业 

时间 

入伍

时间 

退役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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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9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各专业考试科目及指导教材 
 

本科专业 

类别代码 

本科专业 

类别名称 
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 考试指导教材 

05 

教育学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 

教育学+心理学 

《教育学》(第六版) 王道俊、郭文安 人民

教育出版社(2009年 5 月)、《心理学》（第

三版） 章志光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月) 

0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新闻) 
古代文学+现代汉语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共四卷)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7月）、《现代

汉语》(第四版)(上、下册) 黄伯荣、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6月） 

09 
英语 

商务英语 

英语（精读）+英语（泛

读）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2册）》杨立民 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 8月(一册二

版)、2002年 2月(二册一版))、《英语泛读

教程》（二版）（1、2册）刘乃银 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5年 12月) 

17 

自动化 

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第一版) 刘习贤、华柳斌 同

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第一版) 刘习贤、华柳斌 同

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23 

生物科学 

生物工程 

制药工程 

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四版)(上、下册)曾昭琼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无机化学》(第

四版)(上、下册)北师大、华中师大、南京师

大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月） 

25 土木工程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第一版) 刘习贤、华柳斌 同

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33 

农学 

园林 

园艺 

植物学+植物生理（不含

生化部分） 

《植物学》(第一版) 胡宝忠、胡国宣 中国

农业出版社(2002年 3 月)、《植物生理生化》

(第一版） 王三根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1月) 

38 医学检验技术 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人体解剖学》（第二版）高秀来 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2009年 4 月)、《生理学》（第

六版）白波、高明灿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7月) 

39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人体解剖学》（第二版）高秀来 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2009年 4 月)、《生理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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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白波、高明灿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7月) 

40 康复治疗学 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人体解剖学》（第二版）高秀来 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2009年 4 月)、《生理学》（第

六版）白波、高明灿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7月) 

44 药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马祥志 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2004年 1月)、《分析化学》（第

二版）邱细敏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

7月) 

45 中药学 中药学+药用植物学 

《中药学》(第一版) 杨丽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年 6月)、《药用植物学》(第一版) 郑

小吉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年 6月) 

46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会展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管理学基础》(第三版)单凤儒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年 6月） 

47 
财务管理 

会计学 
管理学 

《管理学基础》(第三版)单凤儒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年 6月） 

48 物流管理 管理学 
《管理学基础》(第三版)单凤儒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年 6月） 

49 旅游管理 管理学 
《管理学基础》(第三版)单凤儒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年 6月） 

50 电子商务 管理学 
《管理学基础》(第三版)单凤儒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年 6月） 

53 艺术设计 艺术概论 
《艺术学概论》(第三版) 彭吉象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年 8月) 

          外语公共课 考试科目 考试指导教材 

大学外语 

（公共必修课） 

基础英语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二版）（读写教程

1-2册）郑树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 5月(一册)、2009年 6月(二册)) 

基础俄语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第一版)（第 1

册）、《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第一版)（第

2册）何红梅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7月

(一册)、2004年 12月(二册)) 

基础日语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第一版)（基础 1、2

册；提高 1、2册）陈俊森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9月(基础 1)、2007年 4月(基础 2)、2007

年 8月(提高 1)、2008年 2月(提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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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0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点设置区划表 
 

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 授课地点代码 授课地点名称 

01 哈尔滨 01 哈尔滨 

02 齐齐哈尔 02 齐齐哈尔 

03 鸡西 
03 鸡西 

09 七台河 

04 鹤岗 
04 鹤岗 

07 伊春 

06 大庆 
06 大庆 

30 秦皇岛 

08 佳木斯 
05 双鸭山 

08 佳木斯 

10 牡丹江 10 牡丹江 

27 大兴安岭 27 大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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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2020 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志愿密码申请表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原始密码  

补发原因 

 

 

 

 

 

考生签字  受理人签字  

受理院校公章 

 

 

 

 

 

 

2019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