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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通过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既能满足中职学生较高
层次的教育需求,又能培养出大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快速发展所需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分
析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职学生的现状和问题,探索与之适应的考试招生机制,不但会促进高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而且对于助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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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Enrollment Mechanis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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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ake application as the school orientation. Recruitment
of graduat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can not only meet the higher-level educational need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but als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high-level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needed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ecruit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exploring the
appropriat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mechanism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el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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