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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完成招生任务,提高生源质量,对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了考生填报

我校的主要因素、考生获得招生信息的第一渠道、考生选择的专业及对专业的了解程度、考生填报志愿时与学校的沟通方

式等,从而分析出考生志愿填报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以下改进措施:强化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办学实力;优化专业设置,强

化品牌专业、骨干专业建设;优化招生宣传渠道,丰富招生宣传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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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工作是高职院校的生命线,是高职院校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和基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发展,许多考生选择就读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招生

工作已经进入冰封期,许多高职院校面临生存危机。

2018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为33.09万人,与2017年

持平。为提高招生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

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率,必须研究分析高考考生填报志

愿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的招生对策。

1 调查方法和样本

1.1 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问卷形式,通过问卷星平台开

展2017级新生志愿填报调研,题目类型为单选题。

1.2 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有效问卷2164份,涵盖纺染

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等7个二级学院,见表1,覆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所有专业。新生户籍在城(镇)
市的为591人,占比27.31%,新生户籍在农村的为

1573人,占比72.69%。新生生源地有22个省、直辖

市,其中录取人数排名前三的省份:江苏省学生884
人,占比40.85%,山西省226人,占比10.44%,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195人,占比9.01%。

1.3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主要包括新生基本信息和问卷主体内容

两大部分。
表1 问卷调查学院人数统计表

选 项 答题人数/人 比例/%

纺染工程学院 199 9.2
机电工程学院 295 13.63
建筑工程学院 378 17.46
商(社管)学院 420 19.41
航空工程学院 130 6.01
服装设计学院 370 17.1
艺术设计学院 372 17.19

合 计 2164 100

  第一部分是新生姓名、学号、所在学院、户籍性质

及生源性质。
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内容,包括:(1)你在填报

我校志愿时,最看重学校什么? (2)填报高考志愿前,
你获取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的第一渠道是

什么? (3)填报高考志愿时,你是如何选择目前的专业

的? (4)你对所学专业的了解程度如何? (5)你在志愿

填报期间,和高校交流的网络聊天工具是什么? (6)你
对学校招生宣传工作的建议是什么?

问卷的题型均为选择题,每个问题提供多个选项

供考生单选或多选。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问卷也让考生提出一些对招生的建议。

2 调查结果和分析

2.1 考生填报我校的主要因素

学校筛选了3种因素作为选项,分别为学校实力、
专业魅力,校区地理位置,住宿条件,见图1。

从调研结果来看学生普遍选择的是“学校实力、专
业魅力”,学校办学实力的影响达到了65%,这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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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

校建设单位的办学实力,2018年我校荣获高职院校

“服务贡献50强”和“国际影响力50强”称号;“校区地

理位置”比例较大,占据28%,内蒙古学生选择“校区地

理位置”比例超过选择“学校的实力、专业魅力”比例。
我校地处南通,2017年南通经济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

中排名第18位,是著名的“体育之乡”、“教育之乡”、
“建筑之乡”、“长寿之乡”,南通深度融入上海1h经济

圈,就业机会比较多,也是考生填报我校的主要因素。
学生关注宿舍条件,关注海门校区的配套设施、交通,
这是无法回避的考生报考的因素。

2.2 考生获得招生信息的第一渠道

为了解学生获取学校信息的第一渠道,以便我校

在进行宣传、招生咨询会、招生信息推送媒介等方面获

取第一手资料,学校筛选了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招

生计划专刊、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门户网站、网络媒

体《今日头条》、当地媒体、现场咨询会等11种第一渠

道供学生选择。数据统计见表2。

住宿条件
7%

学校实力、
专业魅力

65%

校区地理位置
28%

图1 考生填报我校主要因素统计图

表2 不同类型学生了解我校信息的第一渠道 单位:%

渠 道
江 苏

提前招生 普招(统招) 普招(注册) 中职(统招) 中职(转段) 中职(注册)
省外普招

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招生计划专刊 19.58 66.96 20.00 24.09 26.02 25.00 37.00

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门户网站 9.79 7.49 13.33 6.82 1.63 0.00 9.06

网络媒体《今日头条》 未投放 未投放 未投放 未投放 未投放 未投放 1.41

当地媒体 0.70 0.44 0.00 0.45 0.00 0.00 0.47

现场咨询会 6.99 0.88 0.00 1.82 0.81 8.33 2.11

中学老师推荐 22.73 1.76 13.33 36.82 42.28 41.67 6.40

我校发放的各种书面资料 18.53 7.05 13.33 12.27 15.45 0.00 15.61

我校招生网 4.90 3.08 6.67 5.45 6.50 8.33 12.02

我校推送的招生微信 0.70 1.32 0.00 1.82 0.81 8.33 1.01

家人亲友同学推荐 12.94 10.13 33.33 6.82 3.25 0.00 9.52

其他途径 3.15 0.88 0.00 3.64 3.25 8.33 5.39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批次考生的第一手资料获

取渠道统计如下:江苏提前招生“中学老师推荐”比例

分别为22.73%;江苏省内普招(统招)、省外普招“省教

育考试院(招生办)招生计划专刊”比例为66.96%、

37.00%;江苏普招(注册)“家人亲友同学推荐”比例为

33.33%;中职招生各批次“中学老师推荐”比 例 为

36.82%、42.28%、41.67%。综合来看排在前五位的

是“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招生计划专刊”、“我校发放

的各种书面资料”、“中学老师推荐”、“家人亲友同学推

荐”、“我校招生网”,比例分别为35.72%、14.65%、

13.45%、9.52%、9.1%,其他途径如来我校参加江苏

省纺织服装技能考试,近距离了解我校招生信息。传

统的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门户网站考生关注度已经

不高。学生在了解到我校招生信息后,会选择一些渠

道进一步了解学校,这是我们在招生宣传工作中必须

要去关注的,坚持在计划较多省份招生计划专刊投放

招生广告,参加各地举办的咨询会或公司组织的线路

进校园、实地进中学等,及时把学校宣传材料送达学生

手中,即时更新我校招生网,放置更多吸引学生的信

息,抓住渠道,才能做到有效宣传。

2.3 考生选择的专业及对专业的了解程度

了解学生填报专业原因,才能在招生宣传、招生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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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中做好引导,突出介绍我校优势专业、学生感兴趣的

专业,最终实现学生成功报考我校。我校筛选了个人

喜好,中学老师推荐,家人或亲友推荐,电话、QQ群、

微信咨询,其他原因等供学生选择,统计结果见图2。

对所学专业的了解程度有比较了解、不是很了解、完全

不了解等3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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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生填报专业影响因素

在对所学专业的了解程度上,有58.09%的同学选

择的是“不是很了解”,在这个前提下结合第3题的综

合排在前3位的“个人喜好”、“家人、亲友推荐”、“中学

老师推荐”,比例分别为50.5%、26.62%、17.65%来看,
两者是吻合的。大部分学生报考专业是根据个人喜好

选择,这一点在农村学生报考志愿上更为明显。从户

籍与专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来看,农村考生比城镇考生

在专业报考上更加以个人喜好为出发点,因为外在因

素对其影响相对较小。我校的考生大部分来自农村,
如何抓住农村考生的报考是关键。在高职专业 A志

愿录取率越来越高的今天,能不能上第一专业不再是

学生考虑最多的因素,影响报考的主要考虑是区位优

势、有没有同学同去、生活条件等。在同一地方宣传,
一定要综合分析该地区学生多年来主要报考什么专

业、了解当地的行业需要什么人才,针对性宣传吸引考

生报考。

2.4 考生填报志愿时与学校的沟通方式

为了解学生目前与高校咨询中使用的主流网络工

具,以便学校能采用覆盖面最广的网络平台。学校主

要将QQ、微信2种沟通方式提供给学生选择。从调查

来看,91.77%的学生选择 QQ,8.23%的同学选择微

信。这个情况和我们咨询人员目前使用的主流平台是

一致的,我校目前开通提前招生、对口单招、普招3个

QQ平台,引入机器人,提高回答问题的效率,让学生

能够及时了解我校的招生政策,吸引学生报考;我校也

同步推出不同批次微信招生简章,及时传播招生信息。

3 基于调查分析的招生对策

3.1 强化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办学实力

内涵建设是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其内容繁杂,主要

从师资队伍、科研力量、教学团队、实验实训条件等方面进

行;对于师资队伍方面,主要是加强国家级、省级、市级教

学名师的培养,组建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加大教授

等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力量方面,主要是培养省“333工

程”、省高校教师“青蓝工程”人才、市“226工程”人才,鼓励

教师申报国家级和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等;实验实训条件方面,打造生产型实训基地,建设省产教

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南通市家用纺织品技术研发服务平

台、南通市纺织服装公共实训基地,努力提升学生的职业

技能,打造工匠精神。

3.2 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品牌专业、骨干专业建设

专业的社会认可度对学生的报考有着重要的影响,认
可度高,学生报考率就高,尤其是“个人喜好”、“家人、亲友

推荐”、“中学老师推荐”比例比较高的情况下,我校现代纺

织技术、家用纺织品设计是江苏省品牌专业,染整技术、服
装设计与工艺、电子商务、工程造价、新能源装备技术等是

江苏省骨干专业,要将这些专业建设好,彰显我校的专业

实力,提升专业在全国的认可度。

3.3 优化招生宣传渠道,丰富招生宣传载体

从调查数据表面“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办)招生计

划专刊”、“我校发放的各种书面资料”、“中学老师推

荐”、“家人亲友同学推荐”、“我校招生网”是学生了解

学校的主要途径,应该加大学校在这些媒体上的宣传

力度。在现场招生咨询会上发放各种书面资料,另外

可以请在校学生对母校进行宣传,这样使得宣传更具

亲和力;通过QQ群、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来拓宽

宣传渠道,使得学生能第一时间与学校取得联系;建立

优质生源基地,利用假期或节假日邀请师生参观学校,

让他们对我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邓海龙.考生高职志愿填报影响因素分析与宣传对策[J].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8(1):67-70.

[2] 马顺彬,陈 瑶.引进和鼓励科技人员科技创新创业政策

调查 及 建 议———以 南 通 市 为 例[J].创 新 与 创 业 教 育,

2017,8(1):44-52. (下转第64页)

·16·     2018年第10期             教学研究




织新技术和教育新趋势,如纺织数字化、纺织智能化、
纺织功能化、纺织清洁化和纺织国际化等。只有在纺

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基础上推动实施新工科建

设,才能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本位教育和适应纺织新发

展的升华教育有机结合,使其发生“1+1>2”的化学反

应,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

下的创新复合型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毕业
要求的“新工科”人才（果实）

“新工科”建设
（嫁接）

纺
织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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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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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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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树”

4 结语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已在全世界高等教育领

域达成共识,这是新时代工程教育的必然趋势。纺织

新经济已呈现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
特征,这就使得纺织工程专业开展新工科建设势在必

行。我们只有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融入到

纺织工程新工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起学科

交叉和产教融合的教育教学体系,从而进一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和专业建设水平,才能最终将我国传统纺

织工程专业建成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新工科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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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extileengineeringasatraditionalcharacteristicspecialty,itwasworthconsideringtheissuethathowtoimprov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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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completetheenrollmenttaskandimprovethequalityofstudents,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
thefreshmanofgrade2017of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Themainfactorsforcandidatestofillinourschool,

thefirstchannelsforcandidatestoobtainenrollmentinformation,candidates'choiceandunderstandingdegreeformajors,andthe
waystocommunicatewiththeschoolswereunderstood.Themaininfluencefactorthatinfluencingvolunteerfillingcouldbeconclu-
ded.Thefollowingimprovementmeasureswereputforward:strengtheningtheconnotationconstructionofschoolsandenhancingthe
strengthofrunningschools,optimizingprofessionalsettingsand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brandandbackbonesprofessions,
optimizingtheenrollmentchannelsandenrichingtheenrollmentpropaganda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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