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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考试院文件 
 

京考高招〔2019〕7 号 

 
 

北京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9 年高职扩招 
专项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市属高等学校、各区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为贯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 2019 年 4月 30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精神，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高

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6 号）要

求，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工作部署，现将我市 2019 年高

职扩招专项工作相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招生院校 

招生院校详见附件（北京市 2019 年高职扩招招生院校

信息汇总）。具体招生专业由招生院校安排。 

二、报名 

（一）报名条件 

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符合《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

于做好北京市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京招考委〔2018〕15号）规定条件。此次高职扩招报名工

作主要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

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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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农民等群体。 

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或已被高等学

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

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

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以下简称高校招生考试）

的应届毕业生； 

4.已经参加 2019年高考报名的考生； 

5.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

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6.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

者。报名后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判刑的，应取消报名资格。 

（二）报名工作安排 

6 月 5 日—9 日考生按各招生院校要求办理报名手续，

每名考生限报一所院校。 

6 月 10 日上午 11：00 各招生院校报送考试院考生报名

信息，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以 Excel文件

形式通过高招综合业务系统文件传输上传。 

6 月 12 日、13 日考生本人携带户口本、身份证、高中

毕业证或学历证明到户口所在区高招办办理报名资格确认

手续。各区通过北京市高招综合业务管理系统采集考生报名

信息和电子照片，考试类型为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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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按照《北京市 2019 年试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单独招生

工作实施办法》（京招考委〔2019〕6 号）文件执行。 

四、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根据教育部和北京市招生工作规定，报考高校的所有考

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

考生须携带体检表（区高招办报名资格确认后领取）和体检

费于 6 月 20 日下午 12：30—15：30 到北京市体检中心（北

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3 号，联系电话：68024448）进行体

检。 

五、考试 

招生院校自主确定考试内容和形式。各校初试日期统一

定于 6 月 22 日上午进行。考生须于 6 月 20日到报考院校领

取准考证。 

六、录取 

录取执行招生院校经主管部门审核的 2019 年高职自主

录取方案中确定的标准。6 月底前办理完录取手续。 

七、工作要求 

各高校要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我市 2019

年高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京教计〔2019〕7号）

文件中的有关工作要求做好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 

高职扩招百万是今年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确定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进一

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重大机遇。各高校、各区高招办要





附件

序号 院校代号 院校名称 招办地址 网址 咨询电话

1 1084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69号，4号楼一层
招生办公室

http://zs.bcu.edu.cn 010-62321818

2 1096 北京吉利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北京吉利学院行政楼
三层招生部

http://zs.bgu.edu.cn 010-60751995

3 110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
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7号，招生办公室：3
号楼103室

http://www.cuebmc.cn
89096725、89098173，
89098975

4 1103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门路368号，北京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厚德楼107招生事务办公室。

http://zs.bgy.edu.cn
010-51511538，51511539，
51511225

5 1105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芳园西路5号。招生继教楼801
室

http://www.bitc.edu.cn
64353978、85305088、
64374282

6 1106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九号，行政
楼111室，招生办公室

https://www.bpi.edu.cn 87220709、87220979

7 1107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怀柔区小中富乐一区188号，行政楼
1425，招生就业办公室

http://www.jbzy.com.cn 010-89681662,89682407

8 1109 首钢工学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庄路6号，首钢工学院招
生办公室10号楼二层213

http://www.sgit.edu.cn/ 59805803

北京市2019年高职扩招招生院校信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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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10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5号，北京农业
职业学院综合楼南楼116办公室

http://www.bvca.edu.cn 89909885、80350160

10 1111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市大兴区黄亦路（团河段）2号，行政楼
B110，招生办公室

http://zs.bcpl.cn 89269999、89269998

11 1112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大街88号，学生中心112
室，招生办公室

http://www.bjczy.edu.cn/
010-65231250、65253959、
89532004

12 1113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方正大厦218 http://www.pfc.edu.cn
010-82529571\010-
82529572\010-82529573

13 111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教学楼一层
105，招生办公室

http://www.csuedu.com/
010-80362306，80362307，
80362308

14 1116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北京东燕郊经济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
院B区116招生办

http://www.bibtedu.cn 010-61595668、010-61595685

15 111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里8号，111招生就业
办公室

http://www.bjxx.com.cn 67561657

16 111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20号 招生办公室 http://www.hju.net.cn
51631234 51631235 51631111
51631600 51631622

17 1120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顺沙路6号院北京科技经
营管理学院教学主楼一楼招生办公室

http://www.1985edu.com/
400-888-1985、010-
51731888，51731836

18 1122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沙阳路18号北京科技职业
学院招生办公室

http://zs.5aaa.com/ 010-8072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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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23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1号招生办公室 http://www.bjpldx.edu.cn
62956515、62956516、
62956587、62956586

20 1125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西关环岛向西一公里路北，教
一楼113室，招生就业处

http://www.jtxy.com.cn 80110996,89707874

21 1126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街12号4号楼一层招生就
业处

http://zs.biem.edu.cn
010-64709690，010-
64720773，010-64720730

22 1127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5号北楼106室 http://www.bvclss.cn 64941605/64941610/64941636

23 1128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东燕郊燕灵路2号康复楼三层招生办公室 http://zs.bcsa.edu.cn
010-52649731，52649732，
010-61591719，61595417，
61595407，61595416

24 1129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聂各庄东路10号。招生办公室 http://www.bjamu.cn 010-58714111、62407073

25 1131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光彩北路4号，307室，招生就
业办公室

http://www.bjtzhy.org 010-87280848;010-87280851

26 1132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路北， 行政办公楼
201室，市场部

http://www.bjjt.edu.cn/ 69204968 、69232401

27 1133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通州区九棵树东路128号 http://www.bjwszyxy.com
63209026、63209027、
63209118、63209168

28 1135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大窦路12号北京网络职业学院9
号楼一层招生办公室

http://www.bjwlxy.org.cn 010-81303630、813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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