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专接本政策解读系列讲座



2021年专接本考试注定是一个不平凡一年，我们这一年经历了一年的疫

情，今天河北省教育厅公布今年的专接本政策，政策的公布标志着2021

年专接本考试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加油吧，

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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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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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1年专接本报名时间



第一部分  报名流程政策解读

线上报名

2021 年 3 月 1 日 9 时

2021年 3 月 5 日 17 时

线上报名：选择报考专业

缴纳费用 打印
准考证 参加考试 填报志愿

网络缴纳考试费用，

完成初次报名

2021 年 4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打印准考证。

凭准考证、身份证到指定

考点院校参加考试

2021 年 4 月 24 日

上午：公共课

下午：专业课

一次发卷，统一收卷

6 月 10 日 9 时至 

6 月 15 日 17 时

登录报名系统，填报1-5

个院校平行志愿，并选

择是否服从调剂

2021专接本考试流程



第一部分  报名流程政策解读

普通考生
河北省内按国家招生计划招收入学的
普通高校 2021年应届专科毕业生

01

退役士兵
退役前已取得国家承认的普通全日
制专科学历 且具有河北户籍的
2020年度退役士兵；入伍时为河
北省内普通专科院校新生或在校生，
退役后复学完成专科学业的 2021 
年普通应届毕业生。

0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思想健康，
品行端正

04

报考条件

考生按照原学专业与报考专业相同或
相近的原则报考， 确有特长者可以
跨科类或跨专业（医学类及护理学、
助产学专业除外）报考。

05

参加大学生村官、农村教师特岗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等  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服务期满（考
核合格）3年内，未落实就业单位的，
可按照应届专科毕业生待遇报考

03



第一部分  报名流程政策解读

河北专接本报名网址： http://zjbks.hee.gov.cn

一、报名时间

2021 年 3 月 1 日 9 时至 3 月 5 日 17 时

二、打印准考证

2021 年 4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

三、专接本考试

2021年4 月 24 日

四、院校志愿填报

2021年 6 月 10 日 9 时至 6 月 15 日 17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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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专接本考试内容



第二部分  考试流程政策解读

考试内容

文史、医学、理工、经管、农学类专业课满分

300分；

外语、艺术、体育类专业课满分240分

专接本报名网站下载专业课考试说明

专业课

英语、高等数学、政治各科满分100分，

各科考试时间60分钟；

公共课考试分为文史、医学、理工、经

管、农学、艺术、 体育、外语八类

文史、医学类专业：政治、英语；

理工类专业：高数（一）、英语；

经管、农学类专业：高数（二）、 英语；

艺术、体育类专业：英语；

外语类专业：政治

公共课



第二部分  考试流程政策解读

公共课考试时间

2021年4月24日上午9:30至11：30

艺术、体育、外语类：

2021年4月24日上午9:30至10：30

专业课考试时间

特殊说明

艺术、 体育类专业理论与专项测试时间及地点由各考

点院校自行确定 并提前在专接本报名网站公布

备注：考试地点

考生应按照本人准考证上指定的考试地点参加考试，提

前购票、预定酒店

考试时间
2021年4月24日下午14：30至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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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招生计划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2021年专接本新增专业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2021年专接本新增专业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2021年专接本取消专业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2021年专接本恢复招生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2021年招生院校变化

2020年共计42所招生院校

取消：4所（河北金融学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滨海学院）

招生；

新增：2所院校招生，分别为：沧州交通学院

（公办）、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民办）。



第四部分  2021年专接本变化解读

2021年热门招生院校变化

2020年一类院校共计7所招生院校，共

计招生2745人；2021年一类院校共计7

所招生院校，共招生1865人，减少880

人，竞争更加激烈，上岸易，上名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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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专接本常见问题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2021年专接本常见问题

坚决杜绝考试作弊
选拔录取

打印准考证 成绩公布

注意事项

关于考试作弊的问题，在咱们专接本考试中作弊属于犯罪，

在咱们国家《刑法修正案》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等多项法律法规中有明确定义和处理办法，轻则取消

考试资格，重至开除学籍，特别是“替考和被替考者都将

被开除在学阶段学籍并移送公安部门”。

打印准考证的时间是：2021年4月17日-4月23日，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到

指定考点院校考试，建议打印三份留存，一定要保管好，后期被取录后

本科报道需要准考证

考试结束后的下个月中旬公布考试成绩及各专业选拔最低控制分数线， 2021年6 

月 10 日 9 时至 6 月 15 日 17 时进行志愿填报。

最低控制分数线按公共课和专业课考试总成绩分专业类或专业划定。

选拔最低控制分数线按公共课和专业课考试总成绩分专业类或专
业划定。录取时，按照上线考生考试总成绩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按考生总成绩排序依次录取服从调剂
的考生。
被录取的考生应在专业本报道入学前取得专科毕业证书，因故不
能如期毕业的，取消其专接本入学资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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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2021年专接本常见问题

考生按照原学专业与报考专业相同
或相近的原则报考，确有特长者可
以跨科类或跨专业（医学类、护理
学、助产学专业除外）报考。

专接本考试只有一次机会，若考
试未通过，则只能领取该考生所
在专科院校的专科毕业证，第二
年不可补考。

考试地点在2021年4月17日-4月
23日打印准考证的时候才可知晓，
每年考试地点都可能变动。

如果能够在学校组织组织的补考中考过，即可正常参加；
切记，勿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计入档案，则无缘接本。
一定要认真对待学习。

可以跨专业吗

专接本考试
可以考几次

考试地点
什么时候出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专业在接本考试中，考试科目、试
题是相同的。具体指同类别或类似的几个专业，其考试
的内容统一使用一套试题。例：汉语言国际教育和汉语
言文学两个专业，统一使用一张考卷，考试科目都是：
现代汉语、中国文学。

考试分数达到所报院校投档线，但未达到所报专业的录
取分数线，同时该校有其他专业未录满，服从调剂之后
可以被其他专业录取，若不服从调剂，则被退档。

服从调剂是怎么回事

考试联考专业指什么

挂科了能否参加考试



专接本学习指导

更多专接本学习指导，以及佳鑫诺专家讲座，关注佳鑫诺官方微
信公众号：佳鑫诺专接本或扫码预约入群

现场问题解答时间

佳鑫诺专接本预约码



电话：16630103572（微信同步）

添加老师微信
为你解答接本政策疑虑

佳鑫诺总部韩老师

专接本学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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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①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16630103572

预交定金200



为什么要上无忧集训营？？？

1.集训营讲什么。---------【公共课+专业课全覆盖】

2.怎么讲？--------------【多轮综合模拟， 】

3.你能得到什么？--------【专接本过线，考上本科院校】



集训营学员好评



集训营学员好评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专职教师全程陪伴，讲、练、测、辅、服五位一体，帮助学员精准提升。

2、阶段测试与总结，在每个知识模块结束后进行测试总结，及时了解学员掌握情况。

3、综合模拟演练，采取多轮综合模拟测试方法，提前进入临考状态，从考试中发现问题，提高做题技巧。

4、考点归类总结，归纳、提炼考试考点总结考题类型，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①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预交定金200



2021年专接本冲刺备考--好课推荐二

冲刺备考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上课时间： 考前2周左右          上课形式：线上直播           课时安排：4天课程          学费标准：   400元

课程内容：

   4天课程，深度解析专业课大题考试重难点及答题技巧传授；

   以历年真题，特别是近5年真题为主，分析命题走向，明确考试重点和命题布局，预测命题方向；

   课前组织全员摸底测试，结课后组织全省模考，帮助考生提前体验考场气氛，消除考试恐惧症。

课程收获：

提高班以“弱点提升，难点讲解，层次提高，快速锁分得分为目的，提高学员的做题能力和得分率，并在专接

本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① ⟹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16630103572

预交定金100



2021年专接本冲刺备考--好课推荐三

冲刺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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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间： 考前2周左右          上课形式：线上直播           

 课时安排：2天1夜               学费标准：  200元/科

课程内容：

 英语:“50分阅读+ 15分作文”巧妙突破

数学:“50分大题”快速通关

政治:“60分主观大题”得分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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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安排：2天1夜               学费标准：  200元/科

课程特色：

公共课大题深度解析

英语阅读理解答题思路破解

英语作文万能句式及十大模板与你共享

政治主观题考点及N种解题模型详解

数学大题出题思路及得分要点深入剖析

大题巧搞定，轻松拿高分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① ⟹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16630103572

预交定金100



2021年    今日福利大放送2

福利一：

今日报名即可获得《河北专接本实战排位赛》免费参赛资格；

福利二：

今日两人团报即可活动价值2000元接本考点网课；

福利三：

专享vip专接本志愿报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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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16630103572

预交定金200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① ⟹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16630103572

预交定金100



2021年  佳鑫诺专接本课程推荐21      

① ⟹   扫描上方二维码预定
         （微信识别预定）

② ⟹  联系佳鑫诺老师预定
      16630103572

预交定金100



佳鑫诺全省服务中心

佳鑫诺全省服务电话：

总部李老师：16630103692 总部韩老师：16630103572 

总部武老师：16630106153 总部华老师: 15369132827  

总部张老师：13331379701

盛典校区：0311-86693979   古韵校区：85026807

保定校区：0312-5026567     邯郸分校：0310-4576326

邢台分校：0319-3120005    唐山校区：0315-2125155

沧州校区：0317-5103795     衡水校区：15175883088

承德校区：15354043539      张家口校区：0313-5869896

廊坊校区：0316-2606756    秦皇岛校区： 0335-8069369



佳鑫诺直播课

直播时间：群内通知

直播主题：2020年专接本志愿填

报。

直播内容：本次直播旨在帮助考

生读懂一分一档表，明确自己在全省

考生中所处的位置；介绍联考专业及

平行志愿，明确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第三场第二场 第四场 第五场 第六场

考试大纲解析+样卷解读 专接本报名指导 考前冲刺指导 公共课真题解析 志愿填报指导

直播时间：群内通知

直播主题：2020年专接本志愿填

报。

直播内容：本次直播旨在帮助考

生读懂一分一档表，明确自己在全省

考生中所处的位置；介绍联考专业及

平行志愿，明确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直播时间：群内通知

直播主题：报名不是终点，备考

才是关键。

直播内容：本次直播旨在帮助已

报名考生进行备考时间规划，协助考

生合理分配备考时间，明确备考期间

注意事项，帮助自制力较差的考生进

行心理建设。

直播时间：群内通知

直播主题：专接本考试大神教你

如何报考

直播内容：全方位梳理报名流程，

明确普通大专生和退役大学生士兵报

名区别，展示报名系统及界面

直播时间：群内通知

直播主题：直击2021年考试大纲

直播内容：主要对考试流程、考

试内容。报考条件进行讲解，和往年

大纲（通知）进行简单的对比，提醒

考生按时报名，提前考虑所报名专业，

同时为下一场直播做预告。



选择接本路，成就未来梦
用心服务，超越期待

Serve attentively,exceed expect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