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洪教职成字〔2020〕6 号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教
育春季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体局（办），局属学校、省属事

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

业教育综合改革提质创优的意见》（赣府发〔2020〕16 号），

把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重

点，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降低初中毕业生辍学率, 逐步

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协调发展的目

标，现结合我市实际，就全市 2021 年应届初中毕业年级学

生春季分流暨中等职业教育春季招生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中职春季招生对象除南昌市应届初中毕业年级学生外，

还包括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

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凡符合招生条件均

可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二、招生学校与专业

开展春季招生的中职学校应是我市经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设立的具备全日制学历教育招生资质的中等职业学校。未

经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公布的中职学校和专业不得招生。

具体招生学校名单见附件。县级中职学校春季招生工作由所

在县（区）教体局统筹。

三、招生流程

1.应届初三学生在符合报名条件的前提下，由学生本人

自愿提出申请填写《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春季招生报名表》，

经家长同意、生源学校推荐、县（区）教体局审核、招生学

校接收、报市教育局审定。

2.往届初三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人员直接到就读

的中职学校报名。

四、学籍及毕业证书发放

春季招收的学生由中职招生学校于新生开学后一个月内

到市教育局备案或注册。春季学籍注册仅限非应届初中毕业

生，注册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

应届初中三年级分流学生均实行预录备案制度，初中学

籍仍保留至毕业。待学生完成义务教育课程，由中职招生学

校报市教育局核定免试发放初中毕业证书名单，于秋季注册

中等职业学校学籍，学制期满核发中职学校毕业证书。根据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

知》（赣教职成字〔2020〕50 号），自 2021 年起，中等职业

学校录取省内应届考生必须具有中考报名序号。请各县（区）

教体局、生源学校务必按要求做好初三年级春季分流学生中

考报名和初中毕业证书发放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中等职业学校春季招生工作，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

要举措，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生源学校和中职招生学校要高

度重视，树立大局意识，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宣传实效，确

保春季招生工作的有序推进。

1.坚持统筹原则。全市中职学校春季招生工作要在教育

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进行。市教育局负责制定全市中职春季

招生政策，统一部署全市春季招生工作；县（区）教体局负

责做好初三年级学生分流组织实施工作，根据区域内学校布

局、办学规模和规定班额，坚持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原

则，科学核定高中阶段招生计划，春季招生生源数将纳入所

在县区当年招生计划完成数。生源学校和中职招生学校按照

要求负责输送和招收新生。

2.坚持自愿原则。中职学校春季招生必须本着自愿原则

进行，学生自愿选择是否分流，自愿选择就读的中职学校，

自愿选择所学专业。严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生源学校以春

季招生的名义违背学生意愿强制分流。

3.严肃招生纪律。严禁用经济手段组织生源。生源学

校或教师不得向中职招生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

实物，中职招生学校（含个人）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经济手

段组织生源。一经发现有违规招生情况，按相关规定严肃处

理。严禁招生学校发布虚假招生信息、争抢生源等恶性竞争

行为。严禁招收初中非毕业年级学生。

4.加大宣传力度。各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情况和本地、本校实际，广泛利用网络、电视、广播和

新媒体等线上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的招生宣传，让广大考生



和家长充分了解职业教育招生、就业、奖学金、资助等政策。

利用致家长学生的一封信、随录取通知一同寄送等形式，让

学生第一时间了解中等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了解接受资助的

方式和渠道。要密切关注招生舆情，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和关

切，对不实报道信息要及时予以澄清。

5.规范办学行为。中职招生学校要制定好招生计划，落

实教学安排，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根据教育

部及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对于升入中等职业学校的初三

分流学生，由招生学校根据专业区分整班建设，且应独立成

班不得与历届生混合办班。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的基础

上，按照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要求制定教学计划，

适当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基础内容。每专业招生人数不低于 30

人（特殊专业除外），学生所报专业因该专业报名人数少不

能开班的，由招生学校在征得学生本人同意后调剂到其他专

业学习。

附件：南昌市中等职业教育 2021 年春季招生计划表

南昌市教育局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附件

南昌市中等职业教育 2021 年春季招生计划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

办

性

质

办学层次 办学地址 拟招生专业

计划

招生

数（人）

合计
（人）

法人
（校长）

招生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

1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

校
公办

国家改革示范校

省高水平中职学校

昌北校区：南昌市玉屏

东大街 551 号

青山湖校区：洪都中大

道 208 号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100

400 陶燕
蔡丹

18170009081

会计电算化 5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0

幼儿保育 100

计算机平面设计 50

电子商务 50

2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公办
国家改革示范校

省高水平中职学校

昌南校区：南昌市青云

谱路 329 号

昌北校区：南昌市经开

区庐山北大道 488 号

汽车运用与维修 40

600 周树文
熊翠平

18979155382

汽车车身修复 40

汽车美容与装潢 40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40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40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40

焊接技术应用 40

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 40

光伏工程技术应用 4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美容美体 4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40

计算机应用 40

网络信息安全 40

电子商务 40



3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 民办 省达标中职学校

乐化校区：南昌市新建

区乐化镇新建四中旁

向塘校区：南昌市向塘

铁路地区向铁南大道

98 号

铁道运输管理 150

650 肖志平
李冬根

1357608818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0

电气化铁道供电 150

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 100

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 150

航空服务 50

4

江西南昌新华电脑中专

学校 民办
南昌市青山湖区顺外

路 1228 号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40

320 李宏海
蒋光辉

13803540412

软件与信息服务 40

电子商务 40

美术设计与制作 40

计算机应用 40

文秘 40

无人机操作与维护 40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40

5
江西泛美艺术中等专业

学校
民办

南昌市蒋巷西大道 266

号

电子商务 40

200 王萍
李豪

1507082345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计算机应用 40

美术绘画 40

美容美体 40

6 南昌现代交通学校 民办
南昌县莲塘南大道 239

号

铁道运输管理 40

200 赵文华
刘善良

18679937756

电气化铁道供电 40

铁道信号 40

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 40

铁道施工与养护
40



7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南昌县汇仁大道 266

号

铁道运输管理 100

320 蒋国南
柯晓志

13177777299

电气化铁道供电 30

计算机应用 30

电子商务 30

美术设计与制作 30

8
南昌先锋软件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民办 南昌市湾里罗亭镇 计算机平面设计 60 60 吴永琴

帅丽红
13879178559

9
江西南昌新东方烹饪中

专学校
民办

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

山大道 379 号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400
500 曹经纬

喻军辉

13803533251中西面点 100

10 南昌当代学校 民办
南昌市创新二路雅言

创业产业园内

动漫游戏 30

150 罗青
刘榴红

0791-88111550

工艺美术 3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30

美术绘画 30

音乐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