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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蚌埠学院 2020 年对口招生技能测试方案

一、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技能测试工作方案

根据《2020 年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考试和招生工作实施

方案》和《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的要求，特制

定本方案以规范和指导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2020 年加工制造类专业对口招生技能

测试考核的组织和实施。

一、技能测试考核范围

《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中所规定的项目

一：钳工技能考核。

二、技能测试考核分值、时间及方式

1、技能测试总分为 250 分，计入总分。150 分及以上为合格，150 分以下为不

合格。具体测试赋分如下（加工制造类专业技能测试纲要）：

（1）按所给的工艺卡片合理填写工序内容、夹具、工具和量具（25 分）。

（2）基本操作规范（30 分）。

（3）零件的形位精度（40 分）。

（4）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100 分）。

（5）加工零件的表面粗糙度（30 分）。

（6）根据职业素养评分要求，现场给分（25 分）。

2、技能测试考核时间：90 分钟。

3、技能测试考核方式：现场操作加工。

三、技能测试考核具体工作方案

1、成立加工制造类专业技能测试考核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测试前准备、现场考

核、评分、统计等工作。

2、技能测试时间：6月 6-7 日，考生的分组及具体测试时间见《技能测试安排

表》。

3、技能测试地点：蚌埠学院金工实习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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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试内容及评分标准由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负责制定并根据报考人数确定

印制份数。

5、测试前的机器、材料、刀具、量具和场所等准备工作由金工实习实训中心

负责。

6、参加技能测试的考生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以及黑色签字笔。

二、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技能测试方案

一、技能测试考核范围

根据《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专业理论考试和技能测试纲要（2020 年版）》

中《农林牧渔类专业技能测试纲要》的规定，结合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基本要

求，选择 2个测试项目。

项目一：临时装片的制作和显微镜的使用

项目二：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二、技能测试分值、时间及方式

1. 测试分值：满分 250 分，其中项目一分值为 150 分，项目二分值为 100 分。

2. 测试时间：项目一测试时间为 30 分钟，项目二测试时间为 30 分钟。

3. 考试时间：6月 6-7 日

4. 测试地点：蚌埠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知行楼）。

5. 测试方式：现场操作。

三、技能测试内容

1. 项目一：临时装片的制作和显微镜的使用

2. 项目二：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四、技能测试组织形式和要求

1. 成立由组长、副组长、考务人员组成的技能测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技能

测试前的仪器设备、试剂准备，测试过程中的技术维护，组织考生抽签、入场。

2. 技能测试考评员由蚌埠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相关专业教师担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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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考生的实验操作过程，按照评分标准评定考核成绩。

3. 技能测试考核在蚌埠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知行楼）进

行，考前根据考试人数确定考试场次。

4. 考生参加技能测试需要带齐准考证、身份证，证件不齐不得参加测试。

5. 每个场次的考生提前 30 分钟至规定侯考室候考，核验身份，签到，抽签，

要求整齐排队，不要大声喧哗。

6. 考生凭“抽签号”进入考场，技能测试试卷只允许填写“抽签号”，不得

填写考生真实姓名。

7. 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向考评员透露自己的姓名、准考号等个人信息，否则

取消考试资格。

8. 考生一人一组，根据考核题目的要求现场操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

成任务，遵守考场纪律。

9. 开始测试时，考生在指定考位进行技能测试。

10. 考试完毕，经考评员同意后，方能离开实验室。

11. 考试过程中不得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

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技能测试方案

一、技能测试考核范围

1.必考项目：中英文录入、操作系统管理、文字处理、电子表格、Visual Foxpro

6.0 数据库操作。

2.选考项目：Visual Foxpro 6.0 程序调试。

二、测评时间及方式

1.测评时间：总时长 150 分钟。

2.测评方式：上机测试。

3.系统平台与软件环境：

系统平台：Windows 7 中文版；

软件环境：Office 2010 中文版，Visual Foxpro 6.0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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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内容及技能要求

1.中英文录入项目

测评内容：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中英文输入。

测评要求：在 10 分钟内，根据指定文稿，使用计算机键盘输入完成 650 个

汉字、英文、标点符号与特殊符号等（平均每分钟 65 个汉字）。

2.操作系统管理项目

测评内容：桌面外观的设置，基本的网络配置，资源管理器的操作与应用，文

件操作，磁盘操作，中文输入法的安装、删除和选用，控制面板常用系统工具（系

统、程序、字体和用户等）。

测评要求：按照项目要求，完成文件操作任务、磁盘操作任务和系统管理与设

置任务。

3.文字处理项目

测评内容：Word2010 的基本概念，Word2010 的基本功能和运行环境，Word2010

的启动和退出。文档的创建、打开、输入、保存等基本操作。文本的选定、插入与

删除、复制与移动、查找与替换等。字体格式设置、段落格式设置、文档页面设置、

文档背景设置和文档分栏等。表格的创建、修改，格式化表格。图形和图片的插入，

图形的建立和编辑，文本框、艺术字的使用和编辑。

测评要求：按照项目要求，根据指定文稿，完成美化文档任务、图文混排任务

和 WORD 表格操作任务。

4.电子表格项目

测评内容：Excel2010 的基本功能、运行环境、启动和退出。工作簿和工作表

的基本操作，工作簿和工作表的建立、保存和退出，数据输入和编辑，工作表和单

元格的选定、插入、删除、复制、移动，工作表的重命名和工作表窗口的拆分和冻

结。工作表的格式化，包括设置单元格格式、设置列宽和行高、设置条件格式、使

用样式、自动套用模式和使用模板等。单元格绝对地址和相对地址，工作表中公式

的输入和复制，常用函数的使用。图表的建立、编辑和修改以及修饰。数据清单的

建立，数据清单内容的排序、筛选、分类汇总,数据合并,数据透视表的建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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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页面设置、打印预览和打印。测评要求：按照项目要求，根据指定电子表格，

完成格式化表格任务和数据处理任务。

5.Visual Foxpro 6.0 数据库操作项目

测评内容：表结构的建立与修改，表记录的浏览、增加、删除与修改，创建数

据库,向数据库添加或移出表，设定字段级规则和记录级规则，表的索引：主索引,

候选索引,普通索引,唯一索引。选择工作区，建立表之间的关联,一对一的关联,一

对多的关联，设置参照完整性，建立表间临时关联。查询文件的建立、执行与修改，

视图文件的建立、查看与修改。项目管理器的使用。生成快速报表。

测评要求：按照项目要求，完成数据库表文件操作任务、数据库表编辑操作任

务、数据库表排序统计操作任务和数据库表数据完整性操作任务。

6.Visual Foxpro 6.0 程序调试项目

测评内容：程序文件的建立，简单的交互式输入、输出命令。顺序结构程序调

试。选择结构程序调试。循环结构程序调试。过程与过程调用程序调试。

测评要求：按照项目要求，根据指定程序文件，完成简单程序调试任务、单模

块程序调试任务和多模块程序调试任务。

四、评分

1.考核总分：250 分

2.分值安排

项目 中英文录入 操作系统 文字处理 电子表格
VFP 数据库

操作项目

Visual Foxpro

6.0 程序调试项

目

分值 15 分 20 分 50 分 45 分 60 分 60 分

五、考核要求

1.考生不得带任何相关资料、通讯工具及电子设备进入考场。

2.考试时一人一机，在计算机上按要求独立作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测试并提

交。

3.遵守微机操作安全规范，保持机位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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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能测试时间、地点

时间：6月 6-7 日

地点：综合楼 F楼 4楼、5楼机房

四、市场营销专业技能测试（必考项目）方案

蚌埠学院 2020 年市场营销专业对口招生技能测试必考项目为“会计凭证的填

制与审核”。根据省厅财经商贸类专业技能测试纲要项目一（会计凭证的填制与审

核）的相关要求进行测试，方案如下：

一、测试内容

原始凭证的填制与审核、记账凭证的填制与审核。

二、测试方法

采用笔试方式。使用模拟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作为测试用具，完成原始凭证和

记账凭证的填制与审核，并编制出正确的科目汇总表。

三、测试要求

资料模拟制造企业一个月的经济业务，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2011 年）和

现行税法，完成 20—30 笔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

四、测试赋分

限时 90 分钟，满分 150 分。

1.原始凭证的填制与完善，40 分。

2.记账凭证的填制，90 分。

3.记账凭证的审核，20 分。

五、测试时间

6月 6-7 日

市场营销专业技能测试（选考项目）方案

一、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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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认知

二、测试用具

商品实物以及该品牌商品的一般信息

三、测试内容

日常商品的介绍，对整体商品和品牌内涵的熟悉与运用。

四、测试方法

问答方式。模拟商业情景，被测试人员以营销者的角色来对模拟顾客进行产品

介绍以及回答顾客的提问。

五、测试要求

（1）介绍此商品的品牌和价格（2）介绍此商品的性能特点（3）介绍此商品

的构成、成分或原料（4）介绍此商品的使用方法、介绍此商品的注意事项（5）其

他（售后、规格等）

六、评分标准

限时 3 分钟，满分 100 分

（1）仪容仪态（20 分）

（2）商品介绍内容流畅完整性（30 分）

（3）运用商品实物和品牌信息 PPT 进行商品介绍（30 分）

（4）定向客户沟通能力（20 分）

四、学前教育专业对口招生技能测试工作方案

根据《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2020 年版）》

中关于《学前教育类专业技能测试纲要》的要求，结合我院学前教育专业的基本要

求，特制定 2020 年学前教育专业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测试方案。

一、专业技能测试范围和内容

2020 年学前教育专业技能综合测试包括语言、音乐、舞蹈、美术四个方面的内

容，主要考查学生从事学前教育应知应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体内容为：第一，语言类测试：讲演儿童故事（50 分）;第二，音乐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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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弹唱（70 分）;第三，舞蹈类测试：自选舞蹈作品表演（60 分）;第四，美术

类测试：儿童绘画（70 分）。技能测试合计总分 250 分。

二、专业技能测试程序

1．美术类：学校分考场同时统一考核。

2．音乐、舞蹈：按报名顺序将学生分若干组（音乐类、舞蹈类）。各组学生

在指定教室等候，按抽签顺序逐一参加测试。

3．语言类：按报名顺序将学生分若干组轮流逐一测试。全体学生在指定教室

等候，按抽签顺序逐一参加测试。

三、测试形式

（一）语言、音乐、舞蹈三大类测试，以现场面试为主要测试形式。

（二）美术类测试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测试内容，分考场同时进行测试。

四、测试项目

（一）钢琴弹唱

【测试用具】提供钢琴设备。

【测试内容】自弹自唱一首儿童歌曲（70 分）。

测试儿童歌曲曲目考前一周在学校招生信息网公布。

【测试方法】

1．考前抽签决定曲目，提前 30 分钟通知考生准备。

2．化妆、服装自备，自己用钢琴伴奏，不允许有其它伴奏。

3．测试时间 5分钟以内。

【测试要求】

1．钢琴弹奏和歌唱同步进行，能运用正确的歌唱方法，独立演唱歌曲。

2．音高、节奏准确，咬字、吐字清晰。

3．能较准确把握作品风格，能运用正确的弹奏方法，流畅、连贯、完整地弹

唱歌曲，有一定处理及表现能力。

4．弹唱配合协调统一，声音明亮，音色圆润，吐字清晰，富有表现力。

5．配置简易伴奏，钢琴伴奏的和声符合歌曲的题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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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赋分】

1．能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演唱歌曲（5分）。

2．音准、节奏正确（5分）。

3．声音洪亮，吐字清晰，音色圆润、流畅，演唱作品完整（10 分）。

4．歌曲的处理恰到好处，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演唱风格（15 分）。

5．弹奏连贯流畅，姿势正确（15 分）。

6．弹唱配合协调统一，演奏完整，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15 分）。

7．弹唱同时能观察旁边观众 3次以上或不少于 10 秒（5分）。

（二）自选舞蹈作品表演

【测试用具】提供音响设备。

【测试内容】自选舞蹈作品表演（60 分）。

【测试方法】

1．自选一个中国民族民间舞或古典舞作品。

2．自备服装、道具、伴奏音乐（MP3 格式）。

3．测试时间 5分钟以内。

【测试要求】

舞蹈动作规范、风格鲜明、韵律准确，有较强的节奏感和表现力，能够熟练的

完成作品。

【测试赋分】

1．作品主题鲜明，内容健康，风格特征突出（10 分）。

2．作品风格韵律把握准确，动作规范、流程（20 分）。

3．表现力强，舞蹈形象生动鲜明（10 分）。

4．有较扎实的舞蹈基本功，舞台效果好（20 分）。

（三）命题儿童画

【测试用具】提供纸张。

【测试内容】命题创作，在一张 8开素描纸上创作一幅彩色儿童装饰画（70 分）。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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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目现场抽签决定。

2．考生自备画板、水彩笔、彩色铅笔、油画棒、水粉等绘画工具作画。

3．测试时间 90 分钟。

4．分考场同时进行测试。

【测试要求】

1．利用考场提供的材料和允许携带的工具创作。

2．作品造型完整，主题鲜明，趣味性强，具有一定创造性和教育性，富有童

趣。

【测试赋分】

1．作品主题鲜明，内容完整，教育性突出（10 分）。

2．构图完整，画面美观大方，具有艺术表现力，能体现作者一定的审美能力

和丰富的想象力（25 分）。

3．造型工整、准确，特征明显、整体比例协调（25 分）。

4.作品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感。（10 分）

（四）讲演儿童故事

【测试用具】提供音响设备。

【测试内容】讲演儿童故事（50 分）。

儿童故事测试范围考前一周在学校招生信息网公布。

【测试方法】

1.从学校公布的 12 个儿童故事中抽签决定。

2.自备服装、道具、伴奏音乐。

3.时间 5分钟以内。

【测试要求】

语言规范、准确，语速适中，表达流畅，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仪表大方得

体。

【测试赋分】

1．演讲内容紧扣主题，构思新颖，层次分明，有真情实感（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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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规范，准确，语速适中，表达流畅，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10 分）。

3．仪表大方，举止得体，自信稳健。（10 分）

4．演讲故事形象生动，不同角色区分明显。（10 分）

5．人物情感表现充分。（10 分）

五、注意事项

（一）请考生带好身份证和准考证提前到达测试地点。

（二）面试现场提供钢琴设备和音响设备。

（三）面试现场不提供伴奏，考生讲演儿童故事如需伴奏音乐请自备。

（四）服装、化装、道具和画板、水彩笔、彩色铅笔、油画棒等绘画工具自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