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关于做好 2022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

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民政府征兵

办公室、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兵役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大学生征兵工作的通知》（军动〔2020〕485 号）《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学厅〔2021〕8 号）精神，从 2022 年招生起，退役大学生

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以下简称专升

本），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免试报名条件

1.从宁夏应征入伍时为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

服役期满退役后办理了复学手续，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完成高职

（专科）学业的人员。

2.从宁夏应征入伍时为高职（专科）毕业生，服役期满退役

后未被专升本招生录取。

符合以上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报考专升本招生可以申请

文化课统考免试，可申请 1 所本科院校的 1 个专业，免试专业必

须与本人高职（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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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免试报名办法

（一）报名及现场确认时间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

（二）报名流程

1.考生在报名前在宁夏教育考试院网站（www.nxjyks.cn）

上下载打印《宁夏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

审查登记表》（附件 1），按照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应届毕业生

由就读高校填写毕业审核意见，应往届生均需到入伍所在地县

（市、区）征兵办、退役安置地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

查资格并签字盖章。

2.考生在报名期间到入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

提交《宁夏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审查登

记表》和报名时需提供的相关材料，领取考生号。

3.考生凭考生号在报名期间登录宁夏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

招生管理系统（http://61.133.219.10:7011），按照网上提示

准确填写报考信息,并按照《宁夏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

考生电子照片标准》（附件 3）的要求上传考生本人电子版近期

免冠证件照片和身份证正面照片。依据《宁夏 2022 年普通高等

教育专升本分学校分专业专业基础课目录（参考）》（附件 2）

填报志愿，确认信息无误后上报。

4.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为考生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

考生需现场核对《宁夏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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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签名交县（市、区）教育考试中

心，建立考生纸质档案。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本人身份证、应征入伍通知书、退役证原件及复印件，《宁

夏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审查登记表》。

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本人《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学

信网打印）；往届毕业生需提供本人《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教育部学信网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

育部学信网打印）、高职（专科）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申请免试公示

报名结束，由宁夏教育考试院报送《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

升本人员名册》(附件 4)至自治区教育厅学生工作处核准学历，

并在宁夏教育考试院网站公示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

（五）因考生未按规定时间提交申请免试相关材料、在网

上填报本人报名基本信息，未按要求选报专业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综合考查、录取工作

1.本科招生院校依据宁夏教育考试院提供的人员名单，通知

获得免试资格的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宁夏退役大学生士兵

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审查登记表》、服役期间获得三等

功以上证书及复印件，进行专业对口性核查。

2.本科招生院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制定并发布招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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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自主组织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本科招生院校于

3 月底前完成专业对口性核查、综合考查工作，并依据考查结果，

结合考生志愿、服役期间表现等情况，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单列的

招生计划，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录取结果报宁夏教育考试院备

案，并在本科院校招生网站公示。由宁夏教育考试院为学生办理

免试专升本录取手续。对录取后未报到、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考

生，不再享受免试专升本政策。

四、申请免试档案管理

考生档案分为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

（一）考生电子档案包括考生基本信息、报考志愿、录取信

息等内容，由宁夏教育考试院统一建立。

（二）考生纸质档案由考生报名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

负责建立并保管，在录取前组织整理并封存，考生录取后转入招

生院校。

1.应届毕业生纸质档案内容包括考生身份证、应征入伍通知

书、退役证复印件、《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宁夏退役

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审查登记表》、《宁夏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报名表》。

2.往届毕业生纸质档案内容包括考生身份证、应征入伍通知

书、退役证、高职（专科）毕业证复印件、《教育部学籍在线验

证报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宁夏退役大

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审查登记表》、《宁夏



- 5 -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报名表》。

3.《宁夏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审查

登记表》由招生院校在录取结束后装入考生纸质档案。

五、其他事项

（一）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及时通过宁夏教育考试院

官方网站或高校指定的信息发布渠道进行核实和确认，并凭本人

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到报名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领取纸质

档案，自带到录取的高校按要求交有关部门存档。县（市、区）

教育考试中心在考生领取纸质档案时，要核实考生及其录取信息，

对档案进行登记、密封并加盖公章，做好档案交接相关手续。

（二）有关入学报到、学制学籍与档案管理、毕业与就业、

学费标准等工作要求，参照《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修

订）>的通知》（宁教高〔2020〕56 号）执行。

联系电话：宁夏教育考试院高招处 0951-8559206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 0951-3935585

自治区人民政府征兵办 0951-2981481

附件：1.宁夏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报

名审查登记表

2.宁夏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分学校分专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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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课目录（参考）

3.宁夏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考生电子照片

标准

4.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人员名册

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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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报名审查登记表
姓 名 考生号

性 别 身份证号

民 族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毕业高校 所学专业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应征入伍时间 退出现役时间

通讯地址 申报科类

申请免试高校

申请免试专业

就学和服役

经历

起止时间 高校或部队名称 证明人

应届毕业生就

读高校毕业

审核意见

该生符合毕业条件，将于 年 月按期毕业。

（盖 章）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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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一式 2份，1份交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1份交招生院校留存。

批准入伍地

县级兵役机关

审核意见

该生于 年 月 日，从 市

县（市、区）应征入伍，入伍通知书号（ ）宁 号。

（盖 章）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退役安置地（县

级）退役军人事

务局审核意见

该生于 年 月 日服现役期满退役，退役证

号 。

（盖 章）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招生院校

专业对口性

审核意见
（盖 章）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 时间段填写格式，如 2021.09.01-2022.06.20；

2. 入伍地填写市县，如银川市贺兰县；

3. 就学经历只填专科阶段；

4. 登记表使用 A4 幅面竖表双面打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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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夏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分学校分专业

专业基础课目录（参考）

专业名称 专业序号 报考类别 专业基础课目录

宁夏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01 文史类 解剖学、诊断学

医学检验技术 02 文史类 临床基础检验、临床生化检验

护理 03 文史类 解剖学、护理学基础学

药学 04 文史类 药剂学、分析化学

口腔医学 05 文史类 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组织病理学

宁夏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06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汉语言文学 07 文史类 中国文学、写作

英语 08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音乐学 09 文史类 乐理、音乐欣赏

美术学 10 文史类 美术史论、中国画

体育教育 11 理工类 教育学、体育学

电子信息工程 12 理工类 电路分析、数字电子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理工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宁夏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文史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文史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会计学 26 文史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电子商务 18 文史类 基础会计、电子商务概论

英语 08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应用化学 53 文史类 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土木工程 47 文史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机械工程 28 文史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学前教育 06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绘画 27 文史类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

环境设计 25 文史类 速写、色彩

体育教育 96 文史类 教育学、体育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7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理工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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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68 理工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电子商务 58 理工类 基础会计、电子商务概论

英语 94 理工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应用化学 95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土木工程 89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机械工程 70 理工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学前教育 92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绘画 69 理工类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

环境设计 67 理工类 速写、色彩

体育教育 11 理工类 教育学、体育学

银川能源学院

财务管理 16 文史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文史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翻译 19 文史类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

风景园林 20 文史类 制图基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工程造价 21 文史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化学工程与工艺 24 文史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9 文史类 工程制图、机械基础

金融工程 31 文史类 经济学、金融学

秘书学 32 文史类 现代汉语、秘书写作

能源化学工程 33 文史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35 文史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36 文史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社会工作 39 文史类 法理学、宪法学

商务英语 37 文史类 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阅读

食品质量与安全 42 文史类 生物化学、食品加工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43 文史类 设计素描、构成基础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4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通信工程 46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45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土木工程 47 文史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物联网工程 50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学前教育 06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能源经济 34 文史类 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38 文史类 植物与植物生理、设施园艺

审计学 41 文史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财务管理 56 理工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7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翻译 59 理工类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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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 60 理工类 制图基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工程造价 62 理工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化学工程与工艺 66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1 理工类 工程制图、机械基础

金融工程 73 理工类 经济学、金融学

秘书学 74 理工类 现代汉语、秘书写作

能源化学工程 75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77 理工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78 理工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社会工作 81 理工类 法理学、宪法学

商务英语 79 理工类 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阅读

食品质量与安全 84 理工类 生物化学、食品加工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85 理工类 设计素描、构成基础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86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通信工程 88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87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土木工程 89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物联网工程 91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学前教育 92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能源经济 76 理工类 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80 理工类 植物与植物生理、设施园艺

审计学 83 理工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银川科技学院

机械工程 28 文史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文史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能源与动力工程 35 文史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土木工程 47 文史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文史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工程造价 21 文史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会计学 26 文史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财务管理 16 文史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工商管理 22 文史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36 文史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汉语言文学 07 文史类 中国文学、写作

英语 08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学前教育 06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网络与新媒体 48 文史类 平面设计、摄影与摄像

环境设计 25 文史类 速写、色彩

艺术设计学 52 文史类 速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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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 15 文史类 即兴评述、播音主持创作

广播电视编导 23 文史类 影片分析、故事编写

表演 14 文史类 才艺展示、多人小品

摄影 40 文史类 图片分析、命题绘画

机械工程 70 理工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7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能源与动力工程 77 理工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土木工程 89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 理工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工程造价 62 理工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会计学 68 理工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财务管理 56 理工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工商管理 63 理工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78 理工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汉语言文学 65 理工类 中国文学、写作

英语 94 理工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学前教育 92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网络与新媒体 90 理工类 平面设计、摄影与摄像

环境设计 67 理工类 速写、色彩

艺术设计学 93 理工类 速写、色彩

播音与主持艺术 55 理工类 即兴评述、播音主持创作

广播电视编导 64 理工类 影片分析、故事编写

表演 54 理工类 才艺展示、多人小品

摄影 82 理工类 图片分析、命题绘画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新闻学 51 文史类 新闻学理论、汉语写作

英语 08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学前教育 06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工商管理 22 文史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舞蹈表演 49 文史类 中国古典舞基础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

学前教育 92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工商管理 63 理工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土木工程 89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机械工程 70 理工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工程管理 61 理工类 建筑工程预算与报价、建筑施工技术

化学工程与工艺 66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7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电子信息工程 12 理工类 电路分析、数字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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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宁夏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

考生电子照片标准

一、电子版近期免冠证件照片

1.电子照片图像样式：

2.图像规格：567 像素（高）× 390 像素（宽），头部宽度

为 248~283 像素，头部长度为 331~390 像素，分辨率 300dpi，

图像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JPG 格式。图像尺寸为 48 毫米（高）

× 33 毫米（宽），头部长度为 28~33 毫米，头部宽度为 21~24

毫米。

3.颜色模式：24 位 RGB 真彩色。

4.要求：近期（三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电子照片。照

片背景为白色，其他颜色不予受理。照片要求人像清晰，轮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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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层次丰富，神态自然，着深色上衣。

二、电子版身份证正面照片

图像规格：600 像素（高）×900 像素（宽），图像文件大

小不超过 5MB，JPG 格式。

三、电子照片由考生本人提交。



- 15 -

附件 4

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人员名册

宁夏教育考试院：（盖章）

姓名 考生号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毕业专业 报考院校 报考专业 联系方式

填报人： 联系电话:



- 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