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正表）
（营利性民办高校用）

2022 年三校生招生章程

一、院校名称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二、就读校址

校本部：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 88 号

护理、药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呼吸治疗技术、工商企业管理、酒店管理

与数字化运营、现代物流管理、学前教育、健身指导与管理、融媒体技术与

运营、艺术设计、戏剧影视表演、影视多媒体技术、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

造价专业学生就读校区为校本部。

美兰湖校区：上海市宝山区月罗公路 2106 号

机电一体化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电竞内容制作）、虚拟现

实技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学生就读校区为美兰湖校区。

三、招生层次 □ 本科 ■专科

四、办学类型

■ 普通高等学校 □ 成人高等学校

□ 公办高等学校 ■ 民办高等学校 □ 独立学院

□ 高等专科学校 ■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五、颁发学历证书

的院校名称及证

书种类

院校名称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证书种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专科毕业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理机构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是营利性民办高校，全称为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有限公司；

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是我校招生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招生工

作；招生办公室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学校三校生招

生日常工作；校纪委监察处是我校招生工作纪检监察机构。

七、招生计划及说明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2022 年三校生招生计划表
专业代码 专业 招生计划 备注

01 护理 15
色弱、色盲考生不

宜报考

02 药学 20
色弱、色盲考生不

宜报考

03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3

04 呼吸治疗技术 3
色弱、色盲考生不

宜报考

05 机电一体化技术 5

06 数字媒体技术 5

07 数字媒体技术（电竞内容制作） 5

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5

09 物联网应用技术 2

10 建筑工程技术 2

11 工程造价 2

12 工商企业管理 2

13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2

14 现代物流管理 2

15 学前教育 18 口吃考生不宜报考

16 ◆健身指导与管理 1

17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2



18 ★艺术设计 2

19 ★戏剧影视表演 2

20 ★影视多媒体技术 2

合计 100

说明：1.各专业无男女比例限制；2.★为艺术类专业，◆为体育类专业。

八、专业教学培养

使用外语语种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将以英语语种教学。

九、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

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1〕38 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沪教委

学〔2022〕11 号)关于三校生报名条件规定的考生，可报考我校 2022 年三

校生考试招生。

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一）以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

上报健康状况。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

与休学的规定执行。

（二）护理、药学、呼吸治疗技术专业色弱、色盲不宜；学前教育专业口吃

不宜。

十一、测试办法

一、三校生统一文化考试

7 月 11 日（星期一） 9:00—11:30 语文

14:00—15:40 数学

7 月 12 日（星期二） 9:00—10:40 外语

二、职业技能测试

时间：7月 12 日下午 13：00-16:30

地点：宝山区市一路 88 号

专业代码 考试科目 1 考试科目 2

1-15、17 应用文写作 计算机基础

16 综合面试 体育校测

18 素描 色彩

19-20 影视基础能力 专业面试

职业技能测试考纲、考试时间安排详见我校官网。

三、第一院校志愿报考本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考生可免试职业技能测试

科目，成绩以最高分（考试）计入：

符合免试资格的考生，于 6月 25 日--6 月 27 日，将相关申请材料发送

至邮箱 zdzb@aurora-college.cn（提交要求详见学校官网），逾期视作自

动放弃。

序号 证书类别 适应专业

1

获校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毕业生、奖学金

获得者

所有专业

2

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科等级性考试获

CCD（含）以上者（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

绩以市教育考试院下达的数据为准。）

所有专业

3 取得初级（含）以上职业技能证书者 所有专业

4 填报艺术类志愿且原毕业专业为艺术类专业 对口或相关、相近专业



5 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六级（含）以上者 对口或相关、相近专业

6 声乐、器乐或舞蹈考级六级（含）以上者 对口或相关、相近专业

7

未列入“职业技能测试免试”条件范围的证

书及其他条件，考生可自行提出申请并提交

证明材料，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

审决定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所有专业

十二、录取规则

（一）作为录取依据的总分由统一文化考试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组

成，其中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满分 300 分，职业技能测试满分 200 分。

（二）录取办法

1．在市统一划定的三门文化课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上（含加分），根

据分数优先的原则，按三门文化课成绩+二门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的总分，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同分规则：

普通类：按二门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再

同分，则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艺体类：依次比较职业技能测试科目 1、科目 2 成绩；若再同分，则依

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非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根据专业缺额计划，按三门文化课总分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

4．艺术类与体育类之间不得兼报。

（三）保送资格

符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3 号）文件规定，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

界技能大赛”中获奖且符合本市高考报名条件的三校生可向招生院校提出保

送申请。

十三、收费标准

学费

标准

非艺体类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工商企业管理、酒店管理

与数字化运营、现代物流管理专业每生每学年 19800 元；

护理、药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呼吸治疗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电竞内容制作）、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学前教

育专业每生每学年 21800 元；融媒体技术与运营专业每生每学年 23800 元；

艺术类专业：

艺术设计、戏剧影视表演、影视多媒体技术每生每学年25800元；

体育类专业：

健身指导与管理，每生每学年 21800 元。

（沪教委民〔2015〕4 号）

住宿费

标准

校本部：1-5 号宿舍楼 5000 元/年（独立卫浴）；6、7 号新建宿舍楼 5500

元/年（独立卫浴）

美兰湖校区：1 号宿舍楼 3000 元/年（公共卫浴）；2 号宿舍楼 4500 元/年

（独立双洗卫浴）

（沪教委民〔2015〕4 号）



十四、资助政策

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校录取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

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同时，学校还设立学院奖学金。

我校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十五、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
我校三校生招生全程接受本校纪委监察处监督。

举报电话：66866920

十六、网址及联系电话

学校官网： www.aurora-college.cn

招生办官网：zjy.aurora-college.cn

咨询电话：66864179 66861707

QQ 咨询群:476537155

十七、其他须知

（一）报考我校第一志愿的学生可于指定时间内至学校官网打印职业技能测

试准考证，打印时间请关注学校官网。

（二）在校注册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内（三年）必须在校缴费住宿。

（三）本章程由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四）因疫情原因，本章程如有更改，以学校官网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