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招委发〔2023〕1号

关于印发《2023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

升本科免试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有关省内普通高校：

为做好 2023 年我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免试生招

生工作，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

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2〕16 号）和《2023 年甘肃省普通

高等学校高职（专科）升本科考试招生工作方案》（甘教发〔2022〕

9 号）有关要求，制定了《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

升本科免试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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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

免试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23 年全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以下简

称“普通专升本”）免试生招生工作，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2〕

16 号）和《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高职（专科）升本科考

试招生工作方案》（甘教发〔2022〕9 号）（以下简称《方案》），

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生对象

（一）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具有甘肃省普通高校学籍的高

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就读期间品学兼优、无违法违纪行为，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应届毕业生可免于参加全省统一考试，

仅申请参加招生院校自行组织的专业能力测试。

1.在教育部、人社部牵头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或

团体国家三等奖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

2.在教育部主导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个人或团体国家三等奖及以

上的应届毕业生。

3.全国学生运动会个人竞赛项目中进入前 3 名的应届毕业



- 4 -

生。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行业主管部门共同主办的数学建模

竞赛、广告艺术大赛（高职组）中获得个人或团体国家三等奖

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

4.在甘肃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或团

体二等奖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

5.高职（专科）在读期间在校期间学业综合成绩（学习成

绩＋思想品德成绩；学习成绩占比不少于80%）在本专业排名前

3% 的应届毕业生。

（二）在甘肃省应征入伍，退役并取得普通高职（专科）

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简称“退役大学生士兵”）。

二、招生院校和专业

招收免试生的学校及专业目录详见《2023 年甘肃省普通专

升本高职（专科）和本科专业大类对照表以及免试生招生学校

及专业目录》。

三、招生计划

免试生计划纳入招生总计划，实行计划单列。省教育厅统

筹下达计划，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向社会发布。退役大学生士兵

招生计划单列并纳入免试生总计划。

四、网上报名及志愿填报

2023 年甘肃省普通专升本免试生招生工作继续实行网上

报名及志愿填报网络化平台管理。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均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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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

（一）网上报名时间：2023 年 2 月 13 日 8:00 至 16 日

18:00。网上报名开始后，符合免试生资格的考生登录甘肃省教

育考试院官网（https://www.ganseea.cn/），点击“普通专升本”

专栏，点击“网上报名”进入报名页面。根据提示进行注册报

名、上传照片、网上缴费等。报名时间截止后不再安排补报。

（二）考生上传照片要求：本人正面免冠彩色头像,头部占

照片尺寸的 2／3，背景颜色为白色，宽高应小于 240×320（像

素），且高不得小于宽，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30K。

（三）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应仔细填写信息，认真核对，确

认无误后进行下一步操作，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四）志愿填报须按照高职（专科）专业二级类（除医药

卫生类）与普通本科、职业本科招生二级专业相同或相近对应

的原则进行，在同一专业大类内可以跨二级专业报考。报考医

药卫生类的考生须严格按照《2023 年甘肃省普通专升本高职

（专科）和本科专业大类对照表以及免试生招生学校及专业目

录》备注栏具体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志愿填报只能选择一所学

校的一个专业（类）。不符合填报要求的视为志愿无效。

五、资格审核

资格审核时间：2 月 13 日 8:00 至 18 日 18:00。

省内学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兵除外）资格审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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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学校负责，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

（一）省内生源学校依据《方案》和本实施方案，制订本

年度免试生资格审核确认工作实施办法并在校内公布。

（二）省内生源学校应在 2 月 13 日前对本校符合免试生资

格的应届毕业生名单提前完成线下审核确认工作，并在校内予

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天。

（三）省内符合免试生申请条件的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

除外），完成网上报名后下载并打印《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

科）升本科免试生资格审核表》，向就读学校提交资格审核表

及竞赛获奖等有关证明材料。

（四）省内生源学校按照规定对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

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考生未网上报名的视为放弃免试资

格。

（五）退役大学生士兵网上报名完成后，下载并打印《甘

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表》，

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盖章后，由本人向省教育考试院提交

退役证、居民身份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学信网下载的学历报告等证明材料。

（六）资格审核单位同时负责审核考生填报志愿是否符合

《2023 年甘肃省普通专升本高职（专科）和本科专业大类对照

表以及免试生招生学校及专业目录》有关要求。对志愿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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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考生，由资格审核单位负责联系考生修改志愿。待考生

志愿修改成功后，方可确认考生本次报名及志愿填报完成。

六、招生录取

（一）免试招录方式为免除普通专升本招生全省统一考试，

只参加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的专业能力测试，依据测试结果录取。

（二）招生学校须对拟录取考生名单在校内进行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3 天。招生学校汇总拟录取名单，并通过普通专升

本信息管理平台报省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

（三）免试生招录工作分两轮进行。首轮未完成免试生招

生计划的学校进入第二轮免试生招生。

1.进入第二轮招生学校向省教育考试院报送剩余招生专业

及计划数，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向社会公布。

2.未被录取或放弃首轮报考机会的免试生可参加第二轮免

试生招录。首轮未被录取的考生根据第二轮公布的招生专业目

录重新填报志愿，首轮填报志愿自动失效。放弃首轮报考机会

的考生，按照首轮网上报名要求进行报名及填报志愿，其他工

作流程与首轮相同。

3.第二轮网上报名及填报志愿时间：3 月 9 日 8:00 至 10

日 18:00。

七、专业能力测试

首轮免试生专业能力测试时间为：3 月 3 日，测试地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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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校自主确定并通知参加本校专业能力测试的考生。具体

测试时间与测试科目安排如下（北京时间）：

科目 日期

时间
3 月 3 日（星期五）

9:00-11:00 专业能力测试

第二轮免试生专业能力测试时间为：3 月 13 日，测试地点

由招生学校自主确定并通知参加本校专业能力测试的考生。具

体测试时间与测试科目安排如下（北京时间）：

科目 日期

时间
3 月 13 日（星期一）

9:00-11:00 专业能力测试

八、收费标准及经费保障

依据《关于大中专招生报名考试费等收费标准的批复》（甘

发改收费〔2010〕1915 号）执行，实行网上报名缴费。考生报

名时须缴纳考试费和电子档案制作费，收费标准为每生每科报

名考试费 25 元；电子档案制作费每生 30 元。招生学校按录取

人数每生 80 元标准向省教育考试院缴纳录取费。

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对调整省教育考试院学历考试收费分

成的复函》（甘财教〔2016〕58 号）规定，省教育考试院承担

考生报名、录取等工作职责，收取电子档案制作费每生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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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试生招生学校承担专业能力测试的命题、制卷、组考、评卷

等工作职责，分成按电子档案制作费每生 20 元和报名考试费

全额拨付各招生学校。按照非税收入管理的相关要求，依据分

级管理、收支两条线原则，及时分解下拨相关考试费，确保考

试组织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九、工作要求

（一）省教育厅负责对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免试

生招生工作全程监督管理。

（二）生源学校及招生学校要加强管理，完善监督制度。

结合本校实际，认真研究，集体决策，主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

的监督。

（三）生源学校及招生学校须对免试生招生政策、免试生

资格审核流程、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等及时公开。

（四）对申请免试生资格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发

现，立即取消免试生资格，已被录取考生取消录取资格，由免

试生资格审核学校按学生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五）生源学校及招生学校未按本实施方案开展工作，由

有关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停止该学校

免试生申请及招生资格的处理，并对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追究责任。违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以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依法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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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事项

（一）免试生在本科高校入学报到前未取得高职（专科）

毕业证书或受到处分的，取消其录取资格。

（二）自行放弃资格或未被录取的免试生，不再享受免试

生招生相关政策，可以参加全省普通专升本招生统一考试。已

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全省普通专升本招生统一考试。其他未

明事项按照《方案》执行。

附件：1.2023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免试生

招生工作进程表

2.2023年甘肃省普通专升本高职（专科）和本科专业

大类对照表以及免试生招生学校及专业目录



- 11 -

附件 1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升本科

免试生招生工作进程表

序号 工作阶段 工作内容 主办单位 完成时间

1 政策文件
印发《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

升本科免试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省教育考试院 1 月中旬

2 政策文件
印发《2023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高职（专

科）升本科统一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省教育考试院 1 月中旬

3 政策文件
免试生资格审核确认、免试生招生专业能

力测试办法等相关文件

生源学校

招生学校
1 月下旬

4 资格审核
完成免试生、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

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生源学校

省教育考试院
2月18日前

5 测试准备 专业能力测试前期准备 招生学校 2月28日前

6 首轮报名
生源学校向招生学校提交免试生申请数据

（首轮志愿信息）。

生源学校

招生学校
3月 1日

7 组考 组织免试生进行专业能力测试 招生学校 3月 3日

8 公示 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招生学校 3月 5日

9 拟录结果上报 汇总拟录取考生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 招生学校 3月 9日

10 第二轮报名
生源学校向第二轮招生学校提交免试生申请

数据（志愿信息）。

生源学校

招生学校
3 月 11 日

11 组考 组织免试生进行专业能力测试 招生学校 3 月 13 日

12 公示 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招生学校 3 月 15 日

13 拟录结果上报 汇总拟录取考生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 招生学校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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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甘肃省普通专升本高职（专科）和本科专业大类

对照表以及免试生招生学校及专业目录
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财贸类

保险学
兰州财经大学

财经商贸大类

财政税务类、金融类、财务

会计类、 统计类、经济贸

易类、工商管理类、 电子

商务类、物流类

兰州工商学院

财务管理

甘肃政法大学

兰州工商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大数据与会计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电子商务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 兰州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会计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金融数学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金融学 甘肃政法大学

经济与金融 兰州工业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贸易经济学 兰州财经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甘肃农业大学

商务经济学 兰州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投资学

兰州财经大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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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电子类

电子信息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电子与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

信类、集成电路类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甘肃政法大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软件工程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通信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网络工程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兰州工商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物联网工程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信息安全与管理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 甘肃中医药大学

公安类

法学 兰州工商学院

公安与司法大类

公安管理类、公安技术类、

侦查类、 法律实务类、法

律执行类、司法技术类、安

全防范类社会工作 兰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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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交通类

交通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交通运输大类

土木建筑大类

铁道运输类、道路运输类、

水上运输类、航空运输类、

管道运输类、城市 轨道交

通类、邮政类。

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

理类、土建施工类、建筑设

备类、建设工程管 理类、

市政工程类、房地产类。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交通运输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教育类

汉语言文学

甘肃政法大学

教育与体育大类 教育类、语言类、体育类

兰州城市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历史学 兰州城市学院

小学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河西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陇南基地） 河西学院

学前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英语

兰州工商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英语（翻译方向） 甘肃政法大学

英语（旅游英语方向）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甘肃中医药大学

旅游大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旅游类、餐饮类。公共事业

类、公共管理类、公共服务

类、文秘类

甘肃政法大学

酒店管理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河西学院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兰州工商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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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能源类

储能材料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电力技术类、热能与发电工

程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黑色金属材料类、 有色金

属材料类、非金属材料类、

建筑材料类。资源勘查类、

地质类、测绘地理信息类、

石油与天然气类、煤炭类、

金属 与非金属矿类、气象

类、环境保护类、 安全类。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兰州工业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城市学院

智能电网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农牧类

林学 甘肃农业大学

农林牧渔大类
农业类、林业类、畜牧业类、

渔业类。

农学(食用菌方向) 河西学院

园林 甘肃农业大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河西学院

生化类

化工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生物与化工大类

轻工纺织大类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生物技术类、化工技术类。

轻化工类、包装类、印刷类、

纺织服装类。食品类、药品

与医疗器械类、粮食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生物技术 天水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 河西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天水师范学院

数字印刷工程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现代精细化工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应用化工技术（化学工

程与工艺）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应用化工技术（石油化

工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应用化工技术（石油炼

制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应用化工技术（有机化工）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应用化学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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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土建类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土木建筑大类

水利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

理类、土建施工类、建筑设

备类、建设工程管理类、市

政工程类、房地产类。水文

水资源类、水利工程与管理

类、 水利水电设备类、水

土保持与水环境类。铁道运

输类、道路运输类、水上运

输 类、航空运输类、管道

运输类、城市轨道交通类、

邮政类。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兰州财经大学

风景园林 兰州工商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工程管理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建筑工程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建筑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甘肃农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兰州财经大学

土木工程

陇东学院

兰州工商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新闻类
广告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新闻传播大类 新闻出版类、广播影视类。
新闻学 兰州城市学院

医学类
护理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

类、中医药类、医学技术类、

康复治疗类、公共卫生与卫

生管理类、健康管理与促

进类、眼视光类、口腔类。

河西学院

甘肃医学院

陇东学院

护理学（酒泉基地） 河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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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医学类

康复治疗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

类、中医药类、医学技术类、

康复治疗类、公共卫生与卫

生管理类、健康管理与促

进类、眼视光类、口腔类。

河西学院

甘肃医学院

临床医学
河西学院

甘肃医学院

药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河西学院

甘肃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医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河西学院

应用心理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河西学院

中药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医学院

中医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助产学（只招女生） 河西学院

艺术类

工艺美术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文化艺术大类

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

民族文化艺术类、文化服务

类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兰州文理学院

环境设计 甘肃政法大学

美术学 兰州城市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甘肃政法大学

兰州工商学院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音乐表演 兰州文理学院

装备类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

类、自动化类、轨道装备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类、

航空装备类、汽车制造类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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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装备类

车辆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

类、自动化类、轨道装备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类、

航空装备类、汽车制造类

兰州工业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工业学院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过程装备及控制工程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机器人工程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机器人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陇东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机械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汽车工程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现代测控工程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汽车工程 兰州工业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兰州工业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化

工装备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自动化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自动化技术及应用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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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大类
本科招收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对应高职（专科）

专业大类

对应高职（专科）专业

二级类

资源类

安全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农业类、林业类、畜牧业类、

渔业类。资源勘查类、地质

类、测绘地理信息类、石油

与天然气类、煤炭类、金属

与非金属矿类、气象类、环

境保护类、 安全类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测绘工程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测绘工程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地理科学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地理信息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甘肃农业大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环境地质工程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环境工程 甘肃农业大学

煤炭清洁利用工程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生态环境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石油工程
陇东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应急管理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城市学院

智慧气象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智能采矿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技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注：1.高职具体专业可查阅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

2.报考医学类本科专业时，对高职（专科）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具体要求：

（1）护理学：护理类（护理、助产）；

（2）助产学：护理类（护理、助产）；

（3）临床医学：临床医学类（临床医学）；

（4）药学：药学类（药学）和药品与医疗器械类（药品生产技术、药品质量与安全、

药品经营与管理）；

（5）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技术类（医学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6）康复治疗学：康复治疗类（康复治疗技术、言语听觉康复技术、中医康复技术）；

（7）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技术；

（8）中药学：中医药学（中药学）；

（9）中医学：中医药学（中医学、中医骨伤、针灸推拿）；

（10）针灸推拿学：中医药学（针灸推拿、中医学）；

（11）应用心理学：医药卫生大类专科专业均可报考。

3.2023 届高职毕业班部分二级类专业考生，所学专业与专业原人才培养方案不符的，由

就读学校统一向省教育厅和省教育考试院提出申请，可按考生实际所学专业跨类进行报

考。2022 级学生严格按照所学专业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

4.各本科学校合理安排免试入学计划（原则上控制在总计划的 20%左右），退役大学生士

兵计划不超过免试计划的 30%。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教育厅, 各市（州）招生委员会，省招委

会各委员。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2023年1月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