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代码：5781！线上考生填报天府通航学院专科征集志

愿  

 

高考录取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如果不小心你所填的志愿都没录上， 

那一定要把握好征集志愿的机会！ 

作为中国第一所通用航空高校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征集志愿计划多！！ 

录取机率大！！！ 

 

划重点：上专科省控线（150 分）未录取考生，可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规定

时间内填报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时间：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规定时间 

征集志愿对象：专科省控线上未录取考生 

志愿填报网址：https://zj.sceea.cn 

 

 

 

 

 



天府通航学院征集志愿计划表 

(四川招生代码：5781） 

专业代号 专业名称 科类 征集计划数 

01 直升机驾驶技术 理工 93 

02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装备技术) 理工 19 

03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调试与维护技术) 理工 25 

04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操控技术) 理工 19 

05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气系统维修) 理工 38 

06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动力系统维修) 理工 35 

07 飞行器制造技术 理工 123 

08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理工 86 

09 机场场务技术与管理 理工 93 

10 空中乘务 理工 61 

11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理工 78 

12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多媒体设计制作) 理工 27 

13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三维动画设计) 理工 29 

1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数字媒体管理) 理工 29 

15 电子商务 理工 91 

16 物流管理 理工 94 

17 互联网金融 理工 94 

18 物联网应用技术 理工 94 

20 市场营销 理工 104 



01 直升机驾驶技术 文史 105 

02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装备技术) 文史 29 

03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调试与维护技术) 文史 35 

04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操控技术) 文史 22 

05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气系统维修) 文史 34 

06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动力系统维修) 文史 48 

07 飞行器制造技术 文史 93 

08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文史 107 

09 机场场务技术与管理 文史 111 

10 空中乘务 文史 63 

11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文史 103 

12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多媒体设计制作) 文史 39 

13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三维动画设计) 文史 42 

1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数字媒体管理) 文史 43 

15 电子商务 文史 109 

16 物流管理 文史 120 

17 互联网金融 文史 119 

18 物联网应用技术 文史 91 

20 市场营销 文史 141 

 

征集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1、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在川招生代码为 5781； 



2、今年四川省专科省最低控制线均为 150 分，为确保录取，请考生在 A

志愿填报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同时选择服从专业调配，录取机率非常

大！！！ 

 

来天府通航学院，遇见最好的自己！ 

 

Hi~大家好！我是大二学生小通 

今年我就是学姐啦~现在想和大家分享我爱上通航的 301 天。 

 

（学校宣传视频）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非营利

性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由四川川航教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办，四川航空

公司为其重要股东，得到解放军空军、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

局等的大力支持。 



 

爱上通航学院的五大理由 

理由一：校园环境优美，师资力量雄厚 

天府通航学院占地 1000 余亩，教育设计容纳量 10000 余人，并配备了完

善的生活设施。校园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规划，建设有现代化的教学楼、

图书馆、实验实训楼、直升机起降机坪；有橡胶跑道的标准运动场、篮球场、排

球场、标准游泳池等运动设施；四人间的学生宿舍配备有空调、热水器、洗衣机、

饮水机和独立卫生间；学生食堂饭菜丰富，就餐环境优美，学习生活环境优良。    

 学校引进了来自全国知名航空院校的教授、博士和硕士，同时聘请航空企业

的一线工程师和优秀工匠作为学校双师型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流通用航空高素

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领航楼 

 

启航楼 

 

图书馆 



 

文体馆 

 

餐厅 

 

运动场 



 

学生公寓 

 

生活服务广场 

确认过的眼神？通航学院有你更美丽！ 

理由二：专业设置合理，100%推荐就业 

学校专业设置致力于以通用航空专业为核心，航空装备类、航空运输类、测

绘地理信息类、安全类、计算机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2019 年开设专业共计 14

个，具有 20 余个专业发展方向，100%推荐就业。 

学校拥有直升机飞行模拟实训室、无人机专业实训室、机场场务实训室、飞

机机电设备维修实训室、空乘模拟训练舱、数字媒体实训室等高标准的教学设施

设备，是业内唯一拥有 40 平方公里训练飞行空域的高校，乘愿飞翔，想飞就飞！ 



学校携手多家航空公司开展特色专属定制班，培养符合航空企业发展

所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通航学子提供高质量的就业通道。同时，

学校与全球数百家知名企业院校深度合作，采取“校企双师联合”的培养

模式，在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技术创新、师资队伍建设

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在教育教学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共建共享。  

学弟学妹们，一流的设施装备均已“佩奇”，广阔的就业前景就在眼

前，就等你们来啦！ 

 

无人机飞行模拟实训室 

 

直升机飞行模拟实训室 



 

空乘模拟训练舱 

 

航空发动机实训室 

 

形象设计实训室 



 

航空急救实训室 

 

航空体育实训室场 

 

体能实训室 

理由三：坐拥天府新区，区位优势明显 

天府通航学院位于国家级新区——天府新区。天府新区作为我国西部地区

的核心增长极与科技创新高地，是以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宜业宜商宜

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区, 为学校的发展带来无限活力和巨大潜力。 



学姐经验告诉你，学校交通便利，学习、娱乐、购物、访友、回家……

so easy~ 

理由四：办学特色鲜明，决胜高职教育

两个文凭：国家文凭、辅修文凭（学院章

1+x”复合型人才。既有主修专业的国家文凭，也能提供与行业领军企业，国内

外知名高校联合举办的辅修证书。

三个学期：秋季，春季和夏季学期，增加夏季学期集中进行辅修专业教学。

学姐经验告诉你，学校交通便利，学习、娱乐、购物、访友、回家……

理由四：办学特色鲜明，决胜高职教育 

：国家文凭、辅修文凭（学院章+企业章），通过主辅修制培养”

”复合型人才。既有主修专业的国家文凭，也能提供与行业领军企业，国内

外知名高校联合举办的辅修证书。 

：秋季，春季和夏季学期，增加夏季学期集中进行辅修专业教学。

 

 

学姐经验告诉你，学校交通便利，学习、娱乐、购物、访友、回家……

企业章），通过主辅修制培养”

”复合型人才。既有主修专业的国家文凭，也能提供与行业领军企业，国内

：秋季，春季和夏季学期，增加夏季学期集中进行辅修专业教学。 



四种课堂：紧紧抓住第一课堂，夯实理论和实践基础；放开第二课堂，以丰

富多彩的校园科技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赋予寒暑假第三课堂的教育

性，让学生自主发展；开发好以国际游学为主的第四课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胸怀广阔，发展潜力无限的优秀人才。 

通过“两个文凭+三个学期+四种课堂”这种硬核贴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让你在行业中 C 位出道，跟学姐一起未来可期！ 

 

 

理由五：校园活动丰富，素质技能并重 

学校注重建设高品位的校园文化，凭借航空专业优势，开展“逐梦长空、

圆梦通航”航空文化进校园活动、航模及无人机飞行表演、航空文化研学活动



等深受广大学生喜欢的各种航空文化活动。学校还举办大学生文化艺术节、航模

比赛、无人机表演、读书月、足球比赛、荧光夜跑、厨艺大赛、公寓文化节等各

类文体活动，为学子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才艺展示平台。 

 

学校现有云梦动漫社、梦幻汉服社、无人机俱乐部、202 工作室、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协会等学生社团 20 余个，涵盖了科技创新、体育运动、文学艺术、校

园媒体等多个类别，总有一款合适你！ 

 

航模飞行队 



 

足球社 

 

202 工作室 

各种炫酷的活动等你来秀！秀出你精彩，燃烧你的卡路里！  

 

道路千万条，通航第一条！ 

心动不如行动！抓紧征集志愿的最后机会！ 

欢迎广大符合条件的考生 A 志愿报考！ 

5781，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抢占行业先机，做紧缺通航人才！ 



联系电话： 028—36821888

网  址：http://www.ausedu.cn

地  址：成都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三段

学校官网

36821888、36935888、36859996、36859992

http://www.ausedu.cn 

址：成都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三段 50 号 

         

学校官网        微官网         公众号 

 

3685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