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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 

学院 2020年单独招生考试于 5月 24 日举行，为确保考试规范、科学、顺

利地进行，参照《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安排，

根据《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决定成立考试组织机构。

考试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组织机构 

1.主    考：晏  斌  朱隆亮 

2.副 主 考：刘权辉 熊南永   

3.总 巡 考：阙细春  舒斌 

4.楼层巡考：刘春兰 刘文武 张美忠 彭林君 毛卓琳 江峰 廖淑霞 茹军 

舒叔斌 王燕萍  陈大胜  陈亮 刘颋   

5.考务办公室： 

启贤楼 4121（01—50考场）：考务办主任：陈大胜 考务人员：熊  玲  万 

琪  李 淦 

启贤楼 4122（51—100考场）：考务办主任：陈 亮 考务人员：袁惠芳  张

卫红 李继星 

启诚楼 2210（101—127、隔离考场）：考务办主任：刘颋 考务人员：何

珏 陆芳 秦志刚 

6.司    铃：游志霞 

7.防疫应急：陈飚等 

8.纪检监察：吴维胜等 

9.安保维稳：姜先进等 

10.协调宣传：于喆等 

11.人员排查：张斌才等 

12.后勤保障：万  能等 

（各工作组具体工作安排附后） 

二、考试科目、时间 

文化素质&综合技能考试:  5月 24 日  上午 9:00－12:00 

三、考场安排(附后) 

四、注意事项 

1.5月 22日下午 15:30，请所有考务人员及监考老师到学术报告厅参加考

务会； 

2.5月 24日上午 7:00入校，请所有工作人员及监考老师 7:30到相应考务

办公室签到； 

3.校车：5月 24日北京路线路(北京西路口)6:20发车、南京路线路(出租

公司)6:10发车；短班校车线路(京东小区后门)6:30 发车、(奥

体中心地铁口)6:50发车；        中午 12:30发车。 



 

各工作组具体工作安排 

一、教学组织组（牵头部门：教务处） 
1.考生网上确认及准考证打印。5 月 14 前导入考生信

息，5 月 14-17 日考生确认期间安排人员值班，处理确认过
程考生咨询。（责任人：陈大胜） 

2.负责 24 日 7：00－9：30 考生入场补打准考证（设
西大门值班室）。（责任人：曾细桃） 

3.根据确认人数确定考场数量，进行考场编排和秩序
册编印。（责任人：游志霞） 

4.负责考试物料准备（分布图、引导标贴、考生守则、
考生名册、屏蔽仪、金属探测仪、饮用水、笔、密封条等）
及考场的布置（桌椅按要求摆放、桌贴、门贴、卫生）。（责
任人：游志霞、张卫红、熊玲、袁惠芳和全体监考教师） 

5.做好试题接收和考试试卷印制、保管。（责任人：陈
大胜、游志霞、何珏、罗治强） 

6.组织专任教师监考，22日下午 15：30召开考务会开
展考务培训，请卫生所协助进行全体涉考人员的疫情防控
培训，会后布置考场。（责任人：陈大胜 陈飚） 

7.在防疫应急组的指导下，做好考场出现身体异常状
况考生的应急预案，包括备用考场的启用。（责任人：陈大
胜 陈亮 刘颋 陈飚） 

8.负责抽取专家全封闭管理命题，组织教师阅卷、统
分，移交考试成绩。（责任人：阙细春） 

二、综合协调及宣传组（牵头部门：党委(院长)办公
室） 

1.根据疫情防控属地管理要求，向高新管委会报送学
院单招有关信息。（责任人：于喆） 

2.在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综合协调
各个工作小组的相关工作。（责任人：于喆） 

3.负责组织 5 月 24 日 7:00-9:30考生入校 “昌通码”
扫码检查，准考证、身份证的查验，以及考生入校测温（责
任人：于喆） 

4.做好上级单位关于单独招生工作文件的收文工作，
以及学院单独招生考试工作方案正式文件的印制工作。（责
任人：于喆） 

5.负责单独招生工作会议室及考试阅卷场地的协调。
（责任人：于喆） 

6.提前安排好单独招生期间的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值
班工作。（责任人：于喆） 



7.做好单独招生考试的舆情监控。（责任人：周少良） 
三、人员排查组（牵头部门：组织人事处） 
1.协调各部门工作实际，临时抽调 60 名工作人员（原

则上专任教师除外）分别安排在防疫应急组和安保维稳组
开展工作，保障单招考试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责任人：张
斌才） 

2.根据涉考工作人员名单，提前联系各部门排查工作
联络员，收集所有涉考工作人员 14 天内的行动轨迹。（责
任人：罗黄金） 

3. 对报考单招学生的生源结构进行分析，统筹各二级
学院，对考生来校情况进行摸排汇总，拟定学院对考生来
校参加考试的疫情防控要求和交通温馨提示，及时将相关
信息通知到考生。（责任人：舒斌） 

4.临时安排提前返校学生干部成立志愿服务组：协助
做好考生的闭环管理；协助做好考生入校检查、考试分布
图的摆放、回收和考生入场引导及咨询。（责任人：傅沁） 

四、防疫应急组（牵头部门：卫生所） 
1.根据疫情防控规定，确定赣通码显示为非“绿码”

考生的准入要求。同时，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和重点地区
返赣考生设定专门核验（携带 7天内有效核酸检测和血清
学检测报告）、测温方案。（责任人：陈飚） 

2.派出一名医务人员作为体温异常考生引导员，将体
温检测异常考生带至大门口设置的临时隔离点复检。一名
医师驻点在临时隔离点，对体温异常考生进行体温复检，
对体温复检正常人员，放行进入校园考试，对复检体温异
常考生，将通知学校专车送往高新分院发热门诊诊治，费
用自理。（责任人：陈飚） 

3.做好考务人员疫情防控和考场消杀指导培训工作。
卫生所于 5月 22日再次对参加单招考试现场消毒工作人员
进行一次培训，确保消毒人员熟悉消毒液配置方法、用量
及时间的把握，确保教室消毒安全有效，防范监考教师和
考生出现疫情风险。（责任人：陈飚） 

4.派两名医务人员驻场二教、四教，负责考试楼栋内
考生突发状况的医护处置。（责任人：陈飚） 

5.做好单招考试防护物资储备和发放。5 月 18 日完成
单招考试所需疫情防控物资报告、清单以及物资发放工作，
对数量不足物资积极组织申购，以确保单招考试防控物资
保障。（责任人：陈飚） 

五、安保维稳组（牵头部门：安全保卫处） 
1.负责向周边公安、交警部门通报学院考试情况。（责

任人：姜先进） 



2.在防疫应急组对疫情防控指导下和人员排查组提供
的人员配合下，共同做好校门口考生入校检查和考试楼栋
警戒。所有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佩戴口罩进入，禁止
陪考人员进入学校校园。（责任人：姜先进） 

3.设置 10条测温通道并做好临时增设通道预案，以提
高考生入校通行速度，防止因体温检测而导致拥堵。（责任
人：姜先进） 

4.划定考试区与非考试区域，指导志愿者做好闭环管
理。（责任人：姜先进、傅沁） 

5.安排保卫员参与试题接收和试卷印制过程的试卷押
运。（责任人：姜先进、罗治强） 

6.负责考试期间试卷库 24小时视频监控。（责任人：
姜先进） 

7.负责考试期间相关纠纷的应急处置。（责任人：姜先
进） 

六、后勤保障组（牵头部门：后勤管理处） 
1.负责保障单招期间学院水电运行正常，确保 23、24

日水电设施设备检测和保障工作。（责任人：曾佑铭） 
2.负责全院卫生环境的整治、校园美化工作。（责任人：

郭跃武） 
3.负责 5 月 23日全天和 5 月 24日下午考场环境考前

考后的消杀工作。（责任人：郭跃华） 
4.负责学院所有公务车和租赁车辆消毒，并做好 24 日

当天教职工接送车辆（开设南京路、北京路、奥体中心地
铁口三趟校车，发车时间分别为 24日 7:00到校，中午 12:30
发车）、试卷接送车辆（赣 M2312G）、值班应急车辆（赣
M2306G、赣 M2307G、赣 M2288G、赣 M2309G）以及转运车车
辆（赣 M2310G）的调度、安排与保障工作。（责任人：万成
钢） 

5.负责联系协调 220 公交 24日早上增派车辆加密班
次。（责任人：万能） 

6.负责 24日考试及防疫工作人员早餐供应。（责任人：
苏萍） 

七、督查督办组（牵头部门：监察审计处） 
1.负责检查督促各组在单招考试中各环节的工作，尤其

是疫情防控环节上的落实情况。（责任人：吴维胜） 
2.重点对教学组织组的命题、试卷印制、押运、保管、

考试组织、阅卷、成绩认定等过程性工作开展督查指导。（责
任人：吴维胜）



具 体 考 场 安 排 

 

 

温馨提示：5月24日上午7:00入校，请所有监考老师7:30到考务办公室参加考务会

考 场 号 考试地点
第01考场 4102 于爱波 熊微
第02考场 4103 邓红霞 张瑞欣
第03考场 4104 高菲 邓习羽
第04考场 4105 罗颖 赵亮(东)
第05考场 4106 张莹娜 黄丹
第06考场 4107 朱逸雯 赖梦妍
第07考场 4108 左巧玲 单明圆
第08考场 4109 吕美佳 刘瑾
第09考场 4110 沈雯 佟伟
第10考场 4111 王露 杨梦娇
第11考场 4112 汪巧玲 朱秋荻
第12考场 4113 陈子衿 何兰君
第13考场 4114 袁军英 喻君洁
第14考场 4115 徐娉娉 徐娜
第15考场 4116 汪孝恩 袁丽
第16考场 4117 白丽 李若川
第17考场 4118 魏静 彭奕
第18考场 4120 梁雁 曹春明
第19考场 4123 曹献方 魏华(英)
第20考场 4123 陈甸甸 朱杨庆
第21考场 4124 王亲英 曹敏
第22考场 4124 刘桂英 杨丽芳
第23考场 4202 刘晨君 徐佳
第24考场 4203 刘紫瑛 胡颖林
第25考场 4204 柳学知 田雅
第26考场 4205 凌超 李颖露
第27考场 4206 李世晟 郭娟
第28考场 4207 刘娅 洪蕊
第29考场 4208 曹思思 张唯佳
第30考场 4209 卢洪艳 彭双梅
第31考场 4210 杨柳 杨子燕
第32考场 4211 陆璟 顾宇娇
第33考场 4212 骆莎 吴素瑶
第34考场 4213 洪煜娴 张睿麟
第35考场 4214 王征 陈燕
第36考场 4215 张芳明 吴雯
第37考场 4216 黄婧 周海军
第38考场 4217 黄莹 熊小军
第39考场 4218 郭世钰 何畅
第40考场 4220 张建华 许丽
第41考场 4221 刘玲利 龙小军
第42考场 4221 马娟 柳芝
第43考场 4222 彭秋玲 华永胜
第44考场 4222 陈小阳 周静
第45考场 4223 李杨 杨悠
第46考场 4223 杨素玲 陶峥
第47考场 4224 王子仪 喻衍红
第48考场 4224 闵权凤 吴凡
第49考场 4302 欧阳潘 魏春花
第50考场 4303 解新华 毛美娟

监考老师

考务办公室（01--50）：启贤楼4121



温馨提示：5月24日上午7:00入校，请所有监考老师7:30到考务办公室参加考务会

考 场 号 考试地点
第51考场 4304 徐海龙 汪慧珍
第52考场 4305 万钦 易丹
第53考场 4306 黄嘉婧 熊野川
第54考场 4307 王榕 王小宇
第55考场 4308 万松 肖露
第56考场 4309 蒋德荣 刘瑛
第57考场 4310 余婷 孟理政
第58考场 4311 吴韬 胡雨彤
第59考场 4313 丁旭光 刘艾
第60考场 4314 周彦亮 王乐
第61考场 4315 戴华秀 饶家玮
第62考场 4316 单苏丹 龚佳
第63考场 4317 李秋果 喻吉梅
第64考场 4318 何秀芬 陈汇中
第65考场 4320 杜艳艳 肖娟
第66考场 4402 严小燕 曹生员
第67考场 4403 刘昌玮 陈莉琦
第68考场 4404 程丽 易凤承
第69考场 4405 杜杏华 肖森
第70考场 4406 谢鹏 周金辉
第71考场 4407 杨蕾 万里顺
第72考场 4408 欧阳卫 邬艳艳
第73考场 4409 杨远萃 杨静
第74考场 4410 曾文静 冷欣
第75考场 4411 郑丽霞 万伊娜
第76考场 4412 刘泽勋 魏扬
第77考场 4413 陆建军 杨怡博
第78考场 4414 孙文娟 王婵
第79考场 4415 严婧 陈卓昊
第80考场 4416 王腾飞 何伟伟
第81考场 4417 邓春蕾 周启良
第82考场 4418 罗斌 余敏
第83考场 4420 黄心纯 尚文静
第84考场 4502 周洋凤 卓贞运
第85考场 4503 李琼 龙新
第86考场 4504 于梦晨 郑欢
第87考场 4505 黄蕾 吴春芬
第88考场 4506 章静 桑椹
第89考场 4507 张婷(国) 杨雯雯
第90考场 4508 葛建琦 张红燕
第91考场 4509 余美玲 谭晶
第92考场 4510 林娇青 章锦艳
第93考场 4511 高蔚 王冲
第94考场 4512 刘晓星 雷智荣
第95考场 4513 江学辉 王运增
第96考场 4514 肖睿 肖美丽
第97考场 4515 陈少星 徐春阳
第98考场 4516 刘霞(思) 杨建荣
第99考场 4517 道路 熊苗苗
第100考场 4518 朱熠 朱庆华

监考老师

考务办公室（51--100）：启贤楼4122



 

温馨提示：5月24日上午7:00入校，请所有监考老师7:30到考务办公室参加考务会

考 场 号 考试地点
第101考场 2310 龚婷婷 沈佳钰
第102考场 2310 周佳斌 龚璇
第103考场 2311 章锐 张合顺
第104考场 2311 陈银杏 吴健峰
第105考场 2401 傅薇 陈妍霞
第106考场 2402 刘冬梅 晏艳琴
第107考场 2403 柳美花 黄苓
第108考场 2404 周明明 肖云慧
第109考场 2405 黄蓓 黄茜
第110考场 2406 李丛 余翔
第111考场 2407 刘菊嫒 何力
第112考场 2501 易虹 吴永旺
第113考场 2502 颜旸 衷方方
第114考场 2503 彭迎春 刘艳
第115考场 2504 钟百燕 江霞
第116考场 2505 陈勇华 张帆
第117考场 2506 李子月 陈敏
第118考场 2507 卢穗平 喻刚勇
第119考场 2508 吴玉芳 黄利
第120考场 2509 刘霞(西) 邓秋晨
第121考场 2601 陈丽丽 钟青璇
第122考场 2602 游青 徐汀
第123考场 2603 李懿 熊茹
第124考场 2604 王祥欢 金爽
第125考场 2605 黄文茜 侯超越
第126考场 2606 徐璟 罗竹君
第127考场 2607 冷蓓蓓 谭宇琴
第128考场 2608 杭晓燕 钟斌
第129考场 2209 曾细桃 舒莉
第130考场 4520 王娟 万里

监考老师

考务办公室（101--130）：启诚楼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