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

2018

2018 年3月9日 星期五
主编/徐虹 郑超 编辑/王刚 美编/杨利 校对/危卓 制表/杨利

北京高职自主招生咨询会会刊

T13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增2个特色专业
所有专业均招生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是市属市管公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 学院始建于 1984
年，前身为北方交通大学昌平
分校。
学院秉承“至艺立人”的
校训精神，坚持以“服务为宗
旨、以就业为导向”，为北京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 现代服务、
交通运输、电子信息领域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定位。学院
目前占地 305 亩， 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建有 BIM 综合
实训室、土工实验室、道路建
材实验室、力学实验室、沥青
实验室、检测实训室、建筑制
图室、测量实验室、网络实验
室、电子电工实验室等 34 个
实训室；汽车实训中心、路桥
实训中心、 轨道交通实训中
心、智能楼宇实训室、模拟导
游实训室、 酒店管理实训室、
建筑实训中心等 7 个实训中
心、36 个校企共建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 学院设有路桥系、
汽车系、管理系、城市轨道交
通系和基础部 5 个教学单位，
开设 22 个高职专业。 形成了
体现服务交通行业建设的“交
通土建类”、 适应现代制造业
需求建设的“汽车机电类”、贴
近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城市
服务类”及突出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及相关方面的“轨道
交通类” 等 4 大特色专业群。
学院不断加大校企合作，先后
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华润置
地、北京现代、中国中车等多
家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开
设“订单班”，实现了学院、学
生、企业和社会的多方共赢。

招生专业增加，优势专业纳入自主招生

2018年 自 主 招 生 计 划
450人，专业增加到 18个专业
22个方向。学院的全部优势专
业都加入到自主招生的阵营中，
并且新增 2个特色专业，可以满
足考生多方面的选择需求。
一、新增特色专业
2018年新增 2个专业，市
政工程技术和建筑动画与模
型制作。新增专业均为交通土
建大类专业，与我院现有的道
路桥梁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工
程造价（信息化方向）、建设项
目信息化管理（BIM建模，虚
拟构建方向），组成我院服务交
通行业建设的“交通土建类”专
业群。此类专业为我院的重点
专业，建有 BIM综合实训室、
土工实验室、道路建材实验室、
力学实验室、沥青实验室、检测
实训室、建筑制图室、测量实验
室等多个专业实训室，其中
BIM综合实训室是北京及周
边地区最大最全面的建筑信
息化综合实训室，是中国图学
学会和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
首批职业技能考试培训点，已
组织培训考试 3年。截至目前，
全国各省市有近 112所本、专
科院校来我院 BIM综合实训
室参观学习。

二、城轨类专业群

城轨类专业群，自 2007
年开设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考
生的青睐，是全国最早开设城
市轨道相关专业的高职学院
之一，是第一批与北京地铁运
营公司校企合作的院校，订单
式培养。我院共开设 5个城轨
类专业:即 1、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北京地铁订单班）:就
业单位为北京地铁运营有限
公司，培养地铁车站综控员、票
务员、安全员或信号员；2、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北京地铁
订单班）:就业单位为北京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培养地铁车辆
驾驶员、地铁车辆检修员；3、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北京地铁订单班）:就业单位
为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通
信信号分公司，培养从事轨道
通信、信号系统及自动售检票
系统（AFC）设备的维护、检修
及安装人员；4、机电设备维修
与管理（北京地铁订单班）和机
电一体化技术（北京地铁订单
班）专业:就业单位为北京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分公司，培
养毕业生成为具备机电设备
安装调试能力、机电设备故障
检测与维修能力、机电设备运
行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并且

还与中国中车成立“中车订单
班”，为企业输送优秀的专业人
才。
荩汽车类专业
自 2010年以来，与“北京
现代”企业校企合作，分别成立
1“汽车电子技术（北京现代订
.
单班机电维修方向）”，培养车辆
维修、改装、零部件生产，饰件生
产加工、仪器仪表装配、电气工
程技术等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2“汽车营销与服务（北京现代
.
订单班营销服务方向）”，为北京
现代培养能从事汽车销售、售后
服务及管理、二手车鉴定评估、
保险理赔、车辆事故查勘等管理
工作的专业人才。
2018年开设汽车电子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方向）专
业，与北汽新能源汽车、比亚迪
汽车、互动新能量（北京）电动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联合
电动）等大型的传统和新型的
创新型企业进行了紧密合作。
每年除了以上企业，北京
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运通汽车集团等企业来
我院招聘优秀人才。
荩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1.网络方向:培养具备扎
实的网络系统设计知识和网
络应用能力，具有从事网络建

设、管理与维护、网络系统设
计、网络系统集成的能力。
2. 移动互联方向:培养
Android平台的应用网站开
发人员、软件测试工程师、网络
管理员。
3. 智能医疗信息管理方
向:在各级医院从事信息的采
集与处理、疾病分类、病案管理
工作；在医疗相关企事业公司
从事平面设计、软件实施、系统
与网络维护工作；或在相关医
疗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财会、
信息咨询与事业管理工作。
荩城市服务类专业
1.空中乘务
从事空中乘务、民航值机、
航空售票、地面问询、要客服务
等工作。主要就业单位:首都国
际机场、海南航空公司等。
2.旅游管理（出入境服务
与管理）
培养航空、铁路的出入境
服务与管理人员。主要就业单
位:海航集团、途牛旅游网、凯
撒国际旅行社、中青旅等。
3.物业管理（华润置地订
单班）
1999年开设此专业，教学
经验丰富。已经连续七年招收
“华润班”学员，为企业培养急
需的物业管理人才。

细化优惠政策，科学选拔适应专业要求的考生

考 生 总 分 （满 分 430 分）+ 特 长 成 绩 （满 分 30 分 别 科 学 严 谨 地 制 定 高 中
分）=笔试成绩 （满 分 300 分）。
生和中职生的加分优惠政
分）+ 面 试 成 绩（满 分 100
根据考生类别的不同， 策 。 取 得 不 同 证 书 或 荣 誉

的考生还有获得免试、免笔
试的机会（详情见我校招生
简章）。

2018 年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计划
序号

联系方式
■学校电话：010-89707874、80110996
■学校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西关环岛向西 1000 米
■学校官网：www.jtxy.com.cn
■QQ 群: 273177813
乘车路线

一、自驾车:从京藏高速（原八达岭高速）昌平
南环收费站或西关收费站下到昌平西关环岛（向
西），沿京藏高速辅路西行 1000米即到。（过邓庄桥
辅路北侧即到）
二、公交:
1、乘地铁至 2号线积水潭站，B2口出，换乘
883路公交车到邓庄下车。
2、德胜门北乘坐 919
路公交车，邓庄下车。
三、地铁:
乘坐地铁任意线路，转
乘“昌平线”，昌平站下车，换
乘 870路 / 655路 / 11路任
意公交车到邓庄下车。
招生公众号

专业名称

计划数

专业要求

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北京地铁订单班）

①男生身高 1.70米以上（含 1.70米）女生身高 1.60米以
35 上（含 1.60米）。②要求无色盲或色弱，矫正视力 4.8以上
（含 4.8）。③身体健康，体态匀称。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

2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北京地铁订单班）

20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3 （北京地铁订单班）
4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北京地铁订单班）
5 机电一体化技术
6 市政工程技术
7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9 工程造价（信息化方向）
1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BIM建模，虚拟建造方向）
11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节能方向）
12 建筑工程技术（新型装配式建筑方向）
13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14 汽车电子技术（北京现代订单班机电维修方向）
15 汽车电子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方向）
16 汽车营销与服务（北京现代订单班营销服务方向）
17 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互联方向）
18 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应用技术方向）
19 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医疗信息管理方向）
20 物业管理（华润置地订单班）
21 旅游管理（出入境服务与管理）
22 空中乘务

20

①只招男生，身高 1.70米以上（含 1.70米）。②要求无色
盲或色弱，矫正视力在 4.8以上（含 4.8）。③身体健康，体
态匀称。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

①只招男生；②无色盲或色弱、矫正视力在 4.8以上（含
20 4
.8）。③身体健康，体态匀称。
20 身体健康，双眼矫正视力在 4.8以上（含 4.8），无色盲色弱。
20
20
20
20
20
10
10
20
20
无
20
20
20
20
20
20
25
30
身体暴露部位无明显疤痕；女生身高 1.60米 -1.75
米，男生身高 1.70米 -1.88米；矫正视力在 4.8以上（含
4.8）；口齿清晰、听力正常、无精神病史和传染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