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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欢 迎 2018 级 新 同 学
我校 2018 年招生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8 月 14 日,我校在西藏
自治区招生网上录取工作顺利结束，
这是我校招生的 17 个省（市、自治区）
中最晚批次完成录取的省份。西藏
录取工作的完成，标志着我校 2018
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招生录取工作圆
满完成。2018 年我校招生共涵盖 17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普通类文理
科、艺术类、对口单招等，总计录取
5201 人，招生计划全部足额录满，录
取分数稳中有进，江苏本一线上录取
70 人，各省市总体生源质量在同类高
校中位于前列。
2018 年在我校成为江苏省民办
本科普通高校放开收费试点单位、江
苏高考生源处于低谷等不利形势下，
学校高度重视，迎难而上，调整战略，

改革创新，从容应变，各类各批次招
生任务都圆满完成。从录取情况
看，我校江苏省内文史类录取线为
304 分，超过二本线 23 分，其中最
高 358 分，录取在汉语言文学专业；
理工类录取线为 303 分，超过二本线
18 分，其中最高 361 分，录取财务管
理 专 业 ； 艺 术 类 美 术 录 取 线 450
分，超过二本线 55 分，其中最高分
491 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录取线
484 分，表演专业录取线 166 分，均
远高于省控线。2018 年，江苏文理
科录取考生中有 70 人超过一本线，
江苏考生 A 志愿被我校录取考生
1251 人 ，占 江 苏 普 通 类 2683 人 的
46.6%，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校江苏
生源充足，
生源质量好。

今年是我校在外省大幅增招的
第二年，外省招生总计划为 2096 人，
外省招生呈现出持续稳定发展态势，
招生计划全部足额完成，生源总体较
好，质量稳步提升。山西文科超省控
线 84 分，理科超省控线 49 分；广东文
科超省控线 54 分，理科超省控线 36
分；甘肃文科超省控线 51 分，理科超
省控线 33 分；河南文科超省控线 49
分，理科超省控线 39 分；安徽文科超
省控线 34 分，
理科超省控线 33 分。
我校一向坚持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成人成才教育，立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需求，确立“面向一线的高级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大力推进教
师队伍的高质量成长，着力教学模式
的革新优化，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全人格成长，三江学子在全国多
项竞赛中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三江
毕业生在社会各界取得广泛的赞
誉。优质的教育成果，优美的学习环
境，优秀的师资力量，美好的就业前
景，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完善的奖助学
金制度，均吸引大量优质考生报考我
校。
2018 年招生录取工作的圆满完
成，是学校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领
导，全校上下勠力同心，全体招生
人员辛苦付出的结果。今年全国各
个高校注重录取通知书“学校第一
印象”的形象宣传功能，我校也适
时进行录取通知书的全新改版，得
到考生和家长的赞赏。学校注重网
络、报纸、杂志、电视台等招生官

方媒体宣传，不断更新和发挥微
信、微博、网上微校园、网上咨询
平台等新媒体作用，适时引进智能
网上问答机器人，全天候接受考生
咨询。学校大力推进“阳光招生”
工程，全体招生工作人员按照招生
章程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工作纪
律，认真做好考生电子档案的调
档、阅档和上传，及时发布招生信
息，切实做到公开透明、科学有
序，切实做到了阳光招生。
我校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将于 8
月 16 日寄出，新生将于 9 月 6 日、7 日
来校报到，学校已启动 2018 级新生
报到各项准备工作，迎接 2018 级新
同学的到来。
（通讯 郁政宏）

三江学院笪佐领校长
签发 2018 年录取通知书
——
“映三红”
我校在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上
喜获全国一等奖
三江学院笪佐领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
本报讯：7 月 23 日，三江学院笪佐领校长在我
校高考网上录取现场签发三江学院 2018 年第一
批录取通知书——
“映三红”
。
7 月 22 日，我校 2018 年江苏省文理类录取工
作全部结束。我校 2018 年江苏省生源形势良好，
普通类招生计划 2278 人，录取 2278 人，文科录取
分 304 分，理科 303 分。进档考生中，文科最高分
358 分，录取汉语言文学专业；理科最高分 361
分，录取财务管理专业。文科报考率较高的专业
是汉语言文学、会计学、英语等专业；理科报考率
较高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嵌入式）、软件
工程、机器人工程、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等。江
苏艺术类同样生源形势良好，计划 405 人，录取艺
术新生 405 人，美术录取分 450 分、广播电视编导
484 分、表演（声乐）166 分。

我校 2018 年招生录取工作按照教育部招生
的要求，认真执行“阳光招生”政策，招生程序严格
按照《三江学院 2018 年招生章程》执行，学校纪委
同志全程参与，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切
实维护广大考生利益。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制度
是由教育部提出的一项关于招生录取工作的规则
和程序。
另悉，截止 23 日，我校已经完成江苏、山东、
安徽艺术、浙江艺术、河南艺术等录取工作，广东、
广西省正在录取，福建艺术、河南文理、云南、四川
等即将进行录取工作。我校首批艺术类录取通知
书将于 24 日用特快专递（EMS）寄出，江苏省普
通类将于 8 月初寄出，各省考生可以在我校招生
网 http://lqcx.sju.edu.cn/查询录取结果。
(通讯 郁政宏 摄影 余雪冰)

本报讯：8 月 12 日-16 日，为期五天
的 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在宜宾市临港会
展中心落下帷幕。经过层层选拔以及赛
前近两个月的集训和比赛中的不懈努力，
由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康杰老师指导，王
雷、蒲根叶和朱叶飞三位同学组成的三江
优创 2 队通过在初赛、复赛和决赛中的优
异表现，最终取得重大突破，斩获全国一
等奖，为我校挣得了荣誉。
为备战本届中国机器人大赛，我校教
务处、双创学院和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给
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指导老师与参
赛学生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不懈的努
力。整个暑假，参赛队员们都留校为比赛
做最后的冲刺。本次大赛我校参加的是
工程竞技机器人竞步窄足赛项目，要求用
不多于 6 个自由度关节和一个控制器设
计制作类人双足机器人，在规定场地内完
成一定数量的前翻、后翻和步行等动作后
冲刺终点的竞赛任务。他们顶着酷暑高
温通宵达旦地对机器人进行设计准备、元
件组装、程序编写以及反复调试，不断思

考与改进，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对每一个
小细节都力争精益求精。竞赛现场我校
设计的窄足机器人机械结构设计精巧、姿
态稳定算法程序编写得当、场地适应能力
较强顺利完成了本次竞赛任务，辛勤的汗
水终于迎来了丰收的硕果。
中国机器人大赛是目前中国影响力
最大、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机器人学科竞
赛之一，已连续举办了 19 届。2018 中国
机器人大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
宜宾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本次大赛设置有工程竞技机器人、农
业机器人、武术擂台、舞蹈机器人等 17 个
大项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全国 30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270 余所高校，1400 多支
队伍参赛，4100 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我
校参加的是工程竞技机器人竞步窄足赛
项目，共近 70 支队伍参赛，为本次比赛竞
争最激烈的项目之一，本次比赛充分展现
了我校学子较高的科技创新和综合实践
能力。
（通讯\摄影 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