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单招章程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直属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湖南省首批卓越院校立项建设单位，2019年入选

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根据《湘教发〔2022〕54 号关于做好 2023 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

要求，结合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则

1、学院全称为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学院地址位于湖南长沙。

3、学院办学层次及类型为全日制公办高职（专科）。

4、学院国标代码为 12397，湖南省编代码为 4355。

5、学院培养的合格毕业生均颁发国家教育部统一印制盖有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

章的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毕业证书。

第二章 招生专业、计划及收费标准

招生总计划 2750人，招生专业 34 个。

【说明：1、各专业最终学费标准以 2023 年湖南省物价主管部门审核为准；2、

所有专业均不限招生科类，即物理类、历史类、职高对口类考生均可报考；3、各专

业各类别招生计划依据考生参考人数比例确定；4、社会人员、退役军人及体育特长

生计划仅录取院校一志愿考生，如未完成则调整为普通应往届考生招生计划；未完

成的招生计划转为统招计划使用。】

（一）普通应往届考生、退役军人及体育特长生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学费标准

（元/年）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62 5060

机电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技术 92 4600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2 4600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52 4600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53 4600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02 7500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102 4600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52 5060

路桥工程学院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262 5060

路桥工程学院 道路养护与管理 83 4600

路桥工程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62 4600

路桥工程学院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62 4600

路桥工程学院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52 4600

路桥工程学院 道路工程造价 62 506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42 506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72 506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42 506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32 5060

汽车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102 506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32 4600

人文旅游学院 商务英语 52 3200

人文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92 4600

人文旅游学院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52 4600

运输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72 3850

运输管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62 3500

运输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82 3500

运输管理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2 4600

运输管理学院 交通运营管理 62 4600

运输管理学院 港口物流管理 32 4600

智能交通学院 智能交通技术 72 5060

智能交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2 4600

智能交通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62 4600

智能交通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42 4600

智能交通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57 4600

合 计 2545 ——

其中，退役军人招生计划 37 人，体育特长生招生计划 33 人，专业不限。

（二）社会人员（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和企业在岗人员）招生专

业和招生计划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学费标准

（元/年）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05

5060

路桥工程学院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060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460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60

合 计 205 ——



第三章 报名及志愿设置

1、报名对象：符合我省 2023 年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参加高

考报名的人员。

2、报名时间：2023 年 2 月 21 日－28 日。

3、报名方式：网上报名。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

址：https://ks.hneao.cn）或“潇湘高考”APP（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

华为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或“考生综合信息平台”首页下载 APP）填报报考信

息。

4、专业志愿设置：设 2个专业顺序志愿（多填无效），设专业服从志愿。

5、退役军人及社会人员资格证明材料提交：2023 年 2 月 28 日 17 时前携带本人身

份证、湖南省 2023 年高职单招报名身份界定表及相应资格证明材料到学院（香樟路

校区）教学楼 311 办公室办理资格确认手续。不能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考生只能以

普通往届生或同等学力人员身份报考。需提供的证明材料要求如下：

（1）退役军人：退出现役证或转业证。

（2）农民工：半年以上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劳动用工合同、劳动用工备案信息、半

年以上用工单位工资发放记录，上述四项情形一项以上证明材料。

（3）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4）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5）企业在岗人员：半年以上工资发放流水或社保缴费记录。

6、技能竞赛获奖学生申请免试证明资料提交：

（1）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符合高

考报名条件的中职在校生、在校学习期间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职业技

能大赛”一、二、三等奖及“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一等奖的中职应届毕业生，报考获奖赛项对口专业申请免试录取，需提交本人

有效身份证和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就读中职学校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的

《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免试入学审核表》。

（2）在校学习期间获“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三



等奖的中职应届毕业生，报考获奖赛项对口专业申请免予职业技能测试，需在 2023

年 3 月 8 日前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学院（香樟路校区）

教学楼 311 办公室。其中获得二等奖的学生可按技能测试成绩满分计入综合成绩；

获得三等奖的学生可按技能测试成绩满分的 80%计入综合成绩，也可选择参加学校

组织的技能测试取得测试成绩，取两项成绩的较高分数计入综合成绩。

7、院校一志愿考生报名费缴纳：2023 年 3 月 3 日—6日，通过微信支付方式缴纳报

名费 80 元，未按要求缴费的考生不予排考。缴费流程详见学院单独招生网，网址：

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cms/item-view-id-1843.shtml

8、院校一志愿考生准考证打印：2023 年 3 月 9 日—10 日，具体方法详见学院单独

招生网，网址：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cms/item-view-id-1843.shtml

【说明：如果院校一志愿生源不足再安排二志愿考生缴费及准考证打印，具体安排

另行通知】

第四章 考生分类、考试科目、时间安排及成绩计算办法

（一）考生分类、考试科目安排及总成绩计算办法

1、普通应往届考生：

（1）具有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效成绩的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以下简称

一类考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其单招总成绩计算办法为：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效成绩（总成绩折算成百分制）×60%+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折

算成百分制）×40%。

（2）不具有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效成绩的考生（以下简称二类考生），

需参加我院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和“职业技能测试”，其单招总成绩计算办法为：

文化素质测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60%+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

40%。

2、退役军人及社会人员考生：

需参加我院组织的 “职业技能测试”，其单招总成绩计算办法为：职业技能测

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100%。

3、体育特长生：

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cms/item-view-id-1843.shtml
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cms/item-view-id-1843.shtml


考试科目及总成绩计算办法详见附件：《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体育特

长生招生办法》。

（二）考试安排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长 考试内容

2023 年 3 月

11 日-12 日

文化素质测试

职业技能测试

（二类考生）

90 分钟 文化素质测试考核内容为语文、数学、英语

等基础科目知识等。

职业技能测试考核内容为职业适应性能力、

职业技能等。
职业技能测试

（其他考生）
45 分钟

面试

（仅报考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

业考生）

详见附件二《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机场运

行服务与管理专业适应性测试方案》

说明：1、文化素质测试满分为 100 分，职业技能测试满分为 100 分；面试为合

格性测试，面试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

2、考试时间可能会根据疫情形势有所调整，具体以准考证为准。

3、如果院校一志愿生源不足再安排二志愿考生考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第五章 录取日程安排

1、面试（报考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考生）合格名单公示：2023 年 2 月 27 日，网址：

http://zsw.hnjtzy.com.cn/html/982/

2、预录取名单公示：2023 年 3 月下旬，网址：http://zsw.hnjtzy.com.cn/html/982/

3、录取确认手续办理：

2023 年 3 月底，网址：http://zsw.hnjtzy.com.cn/html/978/

4、预录取通知单下载：

2023 年 5 月上旬，网址：http://zsw.hnjtzy.com.cn/html/965/2020-07-19/content-2146.shtml

5、正式录取通知书发放：

2023 年 8 月上旬，快递单号查询网址：

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cms/item-list-category-963.shtml

6、按照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办理录取备案手续。

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cms/item-list-category-963.shtml


第六章 录取规则

1、学院执行教育部、卫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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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补充规定。

2、当出现多名考生单招总成绩（保留两位小数）同分时，分别按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3、根据报考情况及考生成绩，分别划定一类考生、二类考生、退役军人及社会人员

考生、体育特长生四个类别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4、先录取退役军人及社会人员考生、体育特长生，再录取一、二类考生。

5、退役军人及社会人员考生，依次按院校志愿优先、单招总成绩优先的原则，按考

生第一报考专业录取。

6、体育特长生录取规则详见附件：《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体育特长生招生

办法》。

7、一、二类考生，依次按院校志愿、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根据考生单招总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按各专业招生计划数择优录取；一、二类考生的录取率原则上保持一

致。

8、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须面试合格。

9、录取分两个批次进行，第一批次不进行调剂录取；第二批次按先递补（遇第一批

次预录取考生放弃资格）、后调剂的顺序录取。

10、第一院校志愿报考我院的考生录取结束后，若仍有部分专业有剩余招生计划，

将向社会公布有缺额的专业及计划数，并针对第二院校志愿填报了我院有缺额的专

业（或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且未被第一院校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组织考试和录取。

第二院校志愿各类别分专业招生计划的确定原则、考试要求及录取规则等与第一院

校志愿的相关规定一致。

1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1）填报虚假高考报名信息；

（2）提供虚假的资格证明材料；

（3）有缺考或舞弊、代考等行为；



（4）文化素质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科目成绩为零；

（5）未按要求办理录取确认手续。

12、正式录取名单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备案通过的为准。

13、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年度统一高考和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单招录取

的学生不得转学和转专业。特殊情况需转专业的，须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及学院

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监督机制

1、单独招生工作在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

与监督，自觉接受上级领导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按照“严格程序，加强管理，接受

监督”的原则，做到报名条件公开，选拔程序公开，录取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公开。

2、凡在单独招生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

育部令 33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 36 号）所

确定的程序和规定，对在单招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从严查处。

第八章 附则

1、本章程由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2、学院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工作，不收取国家规定外的任何费

用。任何以“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

个人，学院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3、学院对录取的退役军人和社会人员考生采用全日制集中（全脱产）学习管理形式。

4、所有专业对考生外语语种不作要求，学生入校后以英语语种作为外语安排教学。

5、学院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院

奖学金等，金额分别为 8000 元/年、5000 元/年、4400 元/年、3300 元/年、2200 元

/年，1200 元/年等。为弘扬中华民族扶贫帮困的社会风尚，学院党委成立了爱心助

学基金，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同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生

源地助学贷款和困难补助，也可以参加学院组织的勤工俭学。

6、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湖南长沙黄兴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网址：http://www.hnjtzy.com.cn

招生网址：http://zsw.hnjtzy.com.cn/index.php

招生咨询电话：0731-88753240、88753241、82082092

招生咨询 QQ：772854553、1337359038

招生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纪检监督电话：0731-82082007

（学院微信公众号） （VR 看校园） （微信小程序）

附件一：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办法

附件二：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适应性测试方案



附件一：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办法

为满足我院体育运动队发展需要，推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根据教育部关于普

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工作

的通知》湘教发〔2022〕54 号的相关规定，我院拟选拔具有男子足球、武术、游泳、

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啦啦操）、跆拳道、田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项目

的体育特长生。具体办法如下：

一、招生项目及计划

招收男子足球、武术、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啦啦操）、跆拳道、

田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体育特长生，录取人数不超过 33 人。

二、报考条件

1. 符合我省 2023 年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

的人员。

2. 德、智、体全面发展，无伤病，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2001 年 1 月 1 日(含)

后出生)，近三年在县市级比赛中获得前六名或省级及以上级别比赛获得前八名的队

员（其中田径项目原则上须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

三、报名流程及测试安排

1.按学院 2023 年单招章程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缴费、打印准考证。

2.根据学院 2023 年单招章程要求，考生缴费并打印准考证后，到学院体育馆北

侧 2楼 218 办公室填写体育特长生登记表并提交报名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及相

关比赛成绩证书、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报名材料不退还）。

3.测试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1 日 13:30—16:00，考生在学院体育馆北侧一楼检

录点进行检录后参加体育专项测试。

4.测试内容及标准。男子足球、武术、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啦啦

操）、跆拳道、田径以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分别组织专项测试，内容及标

准见附件（田径测试参考 2022 年湖南省大学生运动会高职高专组田径比赛成绩、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测试参考民运会成绩）。

四、总成绩计算办法及录取

1.总成绩计算办法



具有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效成绩的普通应届高中体育特长生，其单

招总成绩计算办法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效成绩（总成绩折算成百分制）×

30%+体育专项测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70%。

不具有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效成绩的体育特长生，其单招总成绩计

算办法为：文化素质测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30%+体育专项测试成绩（折算成

百分制）×70%。

2.录取

院校志愿优先原则，根据考生报考项目、按总成绩排名依次录取。

未被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可按学院单招简章中一、二类考生单招总成绩计算办

法及录取规则参与相应类别的录取。

3.入学资格复查

新生入校 3 个月内，我院将对新生进行专业复查，凡不服从我院体育训练队统

一安排或者发现弄虚作假者，将按教育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五、管理条例

1.我院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学院的有关规定，服从安排，

参加学院组织的有关体育训练和比赛活动，承担个人应尽的义务。

2.在校期间代表我院参加省级及以上比赛，获得前八名的队员，享受我院相应

奖励。

六、注意事项

1.考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2.考生自备运动鞋及运动服装。

3.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0731-88753240、88753241、82082092

体育特长测试咨询电话：徐老师：13787027505

七、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办法的有关规定均适用于我院体育

特长生招生工作，本招生办法最终解释权属于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附件二：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适应性测试方案

1、测试对象

2023 年拟报考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考生。

2、报名方式

2023 年 2 月 10 日前通过学院微信小程序报名并加入 QQ 群：1057539417。报名

及测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3、测试方式

采用网络远程面试，考生按要求提交线上材料、并通过考官在线评审。

4、测试材料

考生体检表和个人测试视频资料、承诺书各 1份。

5、测试材料内容及要求

测试内容由考查学生身体条件、中文和英文自我介绍等组成。

（1）体检表：身高、体重由医院体检科经检测给出结果，学生提交潇湘高考《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招生考试考生体格检查表》电子表格（扫描件、截图，表格含寸

照）。如潇湘高考未录入信息，考生需提供由二甲及以上级别定点医院给出的本年度

体检结果电子表格（扫描件）。

（2）视频：包括展示考生站姿、走姿、坐姿，考查学生形体仪态（建议 1分钟

左右）；以及中、英文自我介绍（建议 2分钟左右），考查学生声音条件、普通话及



英语发音、语言表达能力等。

（3）承诺书：手写签名并打印。

（4）其他要求：

①考生在视频中全程出镜，着夏季正装；男生着浅色短袖衬衣、深色裤装、不

得留长发；女生着浅色短袖衬衣、深色短裙（裙长膝盖上下 1cm 左右），长发须盘发

或扎马尾，不得佩带美瞳、假睫毛，不穿连体丝袜。

②视频技术指标：格式 MP4；分辨率 720P；编码方式 H.264；视频时长<=3 分钟；

文件大小<=200MB。

6、测试材料提交

（1）材料线上提交截止时间

2023 年 2 月 12 日 24:00

（2）材料线上提交方式

通 过 超 星 学 习 通 作 品 评 审 平 台 提 交 ， 网 址 ：

http://2023jtzydzjcyxms.mh.chaoxing.com，详情见网上操作指南。

注：以上考核项目、内容、资料、视频要求及提交方式等提前与学院招生就业

处联系，并在单招考试前以通告公示、QQ 群或电话形式通知考生。

7、测试实施

（1）考官及考务人员

设考官 3人，考务人员 2 人。考务人员由教务处和人文旅游学院安排，考官在

足额的考官库中抽选(原则上测试实施前 8 个小时内, 教务和纪检共同参与);在测

试实施前组织考务会，由人文旅游学院负责说明测试工作内容和要求。

（2）工作责任

考官按要求在指定时间集中地点登陆评审平台，根据测试标准就考生提交的材

料对各个考核点及总成绩给出合格或不合格评审意见，保证公平、公正评判。

（3）测评时间和地点：2月 14 日，产教融合大楼东 412

注：测试现场全程录像并保存影像资料备查。

（4）测试原则与标准

本方案为合格性测试，不计小分和总分。三位主考在测试表（见附件）上根据

考生实际情况给出合格或不合格评价。考生存在下列任一情形，原则上测试不合格：

http://2023jtzydzjcyxms.mh.chaoxing.com


①身高不符合标准：考生身高合格标准为男身高 170—185cm，女身高 160—

175cm；

②体重明显超重：BMI 指数在 25 以上（体重 kg/身高 m
2
）；

③明显的“O”型或“X”型腿；

④身体日常裸露部分有明显疤痕、纹身（1cm
2
以上）；

⑤有皮肤病；

⑥有口吃或明显方言、音质、音色听感差；

⑦自我介绍逻辑明显混乱，表意不清。

⑧提交视频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注：如果测试结果不合格，需经三位主考官全体签名认定（附测试考官用表）。

8、测试成绩

2023 年 2 月 27 日前通过招生网公示测试成绩，本次测试成绩适用 2023 年报考

我院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考生的录取（含单招、高招）。

9、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0731-88753240 88753241 8208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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