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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11 个专业招生 350 人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教
育学院，1984 年建校， 前身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怀柔分院。
2002 年 12 月更名后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学院拥有一支素
质较高，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2006 年顺利通过
了教育部人才培养水平评估；2011 年被确定为北京市示范
性高职院校。
学院始终致力于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和
人才培养模式，坚持走内涵式、精品化的发展道路，培养适应
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和首都世界大城市建设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 现已为首都经济的发展建设培养了万余名大专毕业
生。 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交隧道集团、中铁城建集团、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阿里巴巴集团、中影数字制作基地、
顾望传媒有限公司、天通苑国际养护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佑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北京
怀柔医院、建设银行、英国励展博览集团、德国科隆展览中国
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有着广泛密切
的就业合作关系。 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
处于同类院校领先水平。

专业介绍
案的公办全日制设计类专业，
坚持“夯实基础、技能全面、动手
力强、特色突出、专业素质高”的
培养具有从事一般工业与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
民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工程 德、了解艺术设计的方法和原
管理和概预算等实际工作的基 则、掌握艺术设计基本知识和专
本能力和基本技术，适应生产、 业技能、有较强的创意设计能力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 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工程造价专业

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从事
项目投资分析和控制、施工成
本概预结结算、工程量清单编
制与报价、编制招投标文件、现
场施工成本跟踪控制等岗位需
要的实际工作能力的高等技术
应用型人才。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

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
城市规划、广场设计、街道设
计、景观设计等岗位需要的实
际工作能力，具有创业精神的
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会计专业

能从事影视摄制、节目制作、后
期合成、动画设计、视觉设计等
一专多能的技术型人才。

掌握会计核算、报表分析、
培养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
纳税处理、审计查账等专业技 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护理
术方法，能胜任企事业单位会 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
计、审计工作。
面发展，掌握护理专业的基本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实践
学前教育专业
能力和创新精神，能胜任护理
本校学前教育专业为教育 工作岗位的（毕业后能在各级
部正式备案的公办全日制师范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临床
教育类专业，坚持“高素质、厚 护理、社区护理和健康保健等
基础、技能全、有特长”的培养 护理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型
目标，培养具有良好教师职业 护理专门人才。
道德、了解学前教育规律、掌握
学前教育基本知识和专业技 影视多媒体技术专业
能、有较强的保育和教育教学
能力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本专业致力于为电影厂、
影视制作公司、电视台、广告公
司、新媒体行业等单位或部门，
艺术设计专业
培养具备影视媒体制作技能，
本校艺术专业为教育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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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工程造价
建筑室内设计
建筑工程技术
影视多媒体技术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战队战术分析方向）
艺术设计
会计
学前教育
会展策划与管理
社区康复
护理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

本专业主要侧重于电子竞
技运动中的战队战术分析方
向，主要学习电子竞技策略信
息分析、赛事策划与组织、电子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竞技数据分析、竞技战队战术
培养掌握会展业政策法规 设计及优化、视觉传达设计等
及国际会展市场惯例，具有较 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
全面的活动策划管理专业知识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技能
及互联网营销技术，能胜任会 的基本训练，具有在电子竞技
展活动中的营销、策划、管理以 分析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
及会展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 力；能够从事电子竞技大数据
维护、推广工作的高素质技能 分析、战队战术策略信息分析
应用型人才。
与设计、电子竞技比赛方案的
规划、赛事组织管理、电子竞技
节目制作、电子竞技赛事解说
社区康复专业
等岗位或职业。
培养适应经济发展与建设
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素养，较
强的康复治疗、康复保健、福利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机构经营及管理能力，掌握扎 ■学院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小
实的康复知识的高等技术应用 中富乐一区 188 号
型专门人才。
■乘车路线：
护理专业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自主招生计划表

1. 北京 东 直 门 乘 916 路
（京承高速）公交车至怀柔杨家
园站下车， 向北过十字路口
200 米路东。
2. 北京东直门乘 867 路
（红螺寺线）公交车至北京京北
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
3. 自驾车走京承高速至怀
柔出口（第 14 出口）走高架桥
到兴怀大街出口至迎宾路北十
字路口，向北 200 米路东。
■招生咨询电话：
010-89681662
010-89682407
■学院网站：www.jbzy.com.cn

自主招生

350
20
20
20
20
20
20
20
120
20
20
50

报名须知
■报名时间：2018年 3月
18日 -3月 22日
■报名方法： 进入北京京
北职业技术学院网站 www.
jbzy.com.cn“自主招生报名
系统”填写《北京京北职业技术
学院 2018年高等职业教育自
主招生报名表》。
■确认时间：2018年 3月
24日上午 8:00-下午 4:00
■确认地点： 北京京北职
业技术学院
■携带证件： 考生户口簿
原件及 A4纸复印件（户主及
本人页复印）、考生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
■携带资料：
1.报名表:考生进入我院
“自主招生报名系统”，下载打
印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高等职业教育自主招
生报名表》（报名表需考生本人
及家长签字，更改无效）。
2. 学籍卡 （正反面复印
件）:（1）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
携带《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生

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册》的复印
件并加盖学校公章。（2）往届高
中毕业生携带《北京市高中学
生学籍卡片》（带照片、有操行
评语）或者《北京市高中学生考
试（考查）成绩登记表》和《北京
市高中学生评语表》的复印件
并加盖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公
章。（3）中职生携带《学籍卡片》
（带照片、有操行评语）或《毕业
生成绩表》和《操行评语表》的
复印件并加盖学校或档案所在
单位公章。
3.加分证书:获奖证书、特
长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原件
及 A4纸复印件。
4. 体检表原件及复印件，
无体检表考生不能被录取。
5.自主招生报名费 100元
注： 以上材料原件现场核
实后退回， 复印件交于我院留
存不再退还。
■笔试时间：

3月 31日上
午 9:30-12:00
■面试日期：3月 31日下
午分专业进行复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