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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韶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韶关学院） 

 

为进一步提升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

助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帮助新生代产业工人更好地融入社

会、成长成才，让我市更多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圆大学梦,团

市委、韶关学院联合开展 2017 年韶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

梦计划”，由韶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招生工作，报名、

入学考试、教学管理、期末考试等工作在韶关市浈江区韶大

弘毅培训中心进行。该项目将资助本地 100 名优秀新生代产

业工人攻读韶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或本

科相关专业课程，具体报名细则如下： 

【招生人数】 

根据省团委圆梦办的要求，2017 年“圆梦计划”计划在

韶关招收 100 名学员。如果第一次录取人数不满 100 人名额，

经市圆梦办和高校商榷后，进行第二次补录；如录取人数超

过 100 名指标，则按排名择优录取。 

 

【招生专业】 

层次 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年限 教学形式 

高升专 

会计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函授 学前教育 

计算机应用技术 语文、英语、数学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政治、英语、 

高数（二） 
2.5年 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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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会计学 

【学习方式】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结合面授、自学等传统教学手段，

学员根据工作生活实际，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方式，自主安

排学习。 

【报名流程】 

一、报名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2 年 7月 1 日至

1999 年 7月 1日期间出生）；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在各类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或在农

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 

5、具有韶关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年以上在韶关

市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韶关市常住户口的居

民，需有 1 年以上在韶关市同一家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

经历； 

6、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7、身体及心理健康； 

8、具有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在读的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学生； 

2、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

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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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学历为本科的人员，不得报考；最高学历为专

科的学员，不得报考高升专； 

4、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5、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注意： 

报读本科学历时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国民教育系列（不

含党校及部分部队院校）的学历证书。 

查证方法：（1）“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查询毕业证书，并打印《中国高

等教育学历证书网上查询结果》。（2）若在网上查询不到

毕业证书，就必须到教育部授权开展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工作

的专门机构“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开具《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二、报名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8 月 10 日（以官网

通知为准） 

三、录取流程：报名-资格审核-现场确认-入学考试-录

取。 

四、报名方式：学员填写报名表，由圆梦办工作人员统

一网上报名；或登录“圆梦计划”网站：

www.yuanmengjihua.com 进行网络报名。 

五、资格审核及需提交资料：报名完成后，本人要在 8

月 31 日前到韶关市浈江区韶大弘毅培训中心进行现场核对

确认，上交审核材料。 

确认需提交审核材料 

1、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工作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http://www.chsi/
http://www.yuanmengjihua.com进行网络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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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等材料。

对于开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可由工作所在

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部门出具就业及就业年

限证明； 

3、所在单位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办公电话； 

4、2张小一寸近期免冠蓝底照片及电子版； 

5、相应的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学历（专升本）认

证报告； 

凡有关材料信息不实的，招考部门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

考试资格。 

韶关市浈江区韶大弘毅培训中心地址：韶关市浈江区金

汇大道 88号海龟创业园 19 街 338 号 

  六、考前现场摄像确认：9月 5 日—9 月 10 日到当地教

育局成人高考现场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并摄像（具体时间届

时通知）    

七、入学考试时间：10月份第三周周六、日（具体考试

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通知时间为准） 

八、审核公示：在参加成人高考并被韶关学院正式录取

的人员中，根据具体情况专科预录 60 名，本科预录 40名新

生代产业工人成为 2017 年圆梦计划学员，在韶关学院官网

（www.sgu.edu.cn）予以公示。 

九、正式录取：公示结束后，韶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将

对入围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学员凭录取通知书报到注册。 

十、学员注册：学员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照通知书通

知时间，凭录取通知书和学员入学须知到韶关学院黄田坝校

区群体楼 C 座二楼缴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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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毕业颁证：学习期满，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

程成绩合格将颁发国家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的大

专、本科毕业证书。符合韶关学院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

生可以颁发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证书。 

【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市财政和社会募集

资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

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不予退还个

人缴纳学费。 

【联系方式】 

韶关团市委电话：0751-8897230 

教学点地址：韶关市浈江区韶大弘毅培训中心（韶关市

浈江区金汇大道 88 号海龟创业园 19 街 338 号） 

联系人：邓晓梅 

联系方式：电话：13542297685 、0751-8163648 QQ：

1335389870  邮箱：1335389870@qq.com 

 

 

                                                                 

韶关学院                                              

2017 年 6 月 12 日 

 

附件：韶关学院简介 

 

mailto:1335389870@qq.com


 

 6 

韶关学院 

 

广东韶关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

所省属公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大学，是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

坐落在举世闻名的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山和禅宗

祖庭南华寺所在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粤北历

史文化名城——韶关市。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距离广州市 200公

里，交通便捷，有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武广高速铁路、韶赣高

速公路、广乐高速公路、韶赣铁路贯通南北，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

路韶关至广州车程约 2.5 小时，武广高速铁路韶关至广州车程约 45

分钟。 

学校占地面积 2694 亩，校舍建筑总面积 78.86 万平方米，校园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优美，集校园、林园、公园“三园”为一

体，营造了优良的育人环境。学校的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近年来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

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广东省文明单位”、

“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广东省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大

学生文明教育月活动”、“成长论坛”、“读书活动月”分别荣获全

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学校还被韶关市人民政府

命名为“韶城新十景”之一，图书馆大楼荣获国家建筑最高奖——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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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奖，校园风光图片入编全国绿化委员会出版的大型画册《绿色辉

煌》。 

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 1958 年的韶关师专。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

与发展，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综合性学科格局，已成为粤北

乃至“红三角”地区人才培养和知识、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目前，

学校设有文学院、外语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英东生命科学学院、英

东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软件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体

育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法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旅游

与地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音乐学院、教育学院、国际学院、韶

州师范分院、医学院、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土木工程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等 23 个二级学院和教辅部门，设有 67 个本科专业，53 个

专科专业。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条件优良，拥有一大批先进的实

验设备和应用软件，有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1

个；拥有“广东十大最美图书馆”之称的现代化、智能化的图书馆，

馆藏纸质藏书 262.95 万册，数字资源 15.6TB，其中电子图书 160.5

万种，中外文电子期刊 17.9 万余种，一站式信息搜索平台、计算机

管理与服务系统、多媒体信息利用设备齐全。 

学校坚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现有教职工 2487 人，其中正高

职称 110人、副高职称 421人、博士 140人、硕士 835人，为办学实

力、办学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近五年来，我校教师主持和

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含子项目）13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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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0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37 项，

市厅级科研项目 350 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横向课题

302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772 篇，其中被 SCI、EI、ISTP、CSSCI

收录 357 篇；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市级以上科技奖

57 项，中国发明专利博览会金奖 3 项，国家专利 116 项。学校现有

国家级特色专业 1个，省级特色专业 5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4个，

省级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1个；近五年主持国家级教改课题 7项，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改项目 61 项，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2项；近年来，出版专著、主（参）编教材 300

多部。学校为地方乃至全省及周边省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

重要贡献。 

学校办学规模稳步扩大，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建校五十多年

来，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人才近 14 万人。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29818人，成人教育在校生 16685人。学生在全国、省级数学建模竞

赛、大学英语竞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电子设计竞赛、大学物理实

验竞赛、视觉艺术大赛等学科专业竞赛活动中，获得包括国家、省一

等奖在内的省级以上奖项 1369 余项。毕业生深受社会欢迎，近几年

来毕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8%以上，居于省内本科院校前列，学校被

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分别授予“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 ”、“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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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学校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受

到专家组的一致好评。 

学校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与英国、美国、印尼、新西兰、日本、

澳大利亚、韩国、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巴拿马、泰国、越

南、柬埔寨等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大学以及学术文化团体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有力地促进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

高。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省市政府、社会各界和港澳热心人士

的大力支持。2003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来校视察时

对学校寄予殷切希望，提出了“建设一流的校园，争创一流的质量，

培养一流的人才”的重要指示。学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以

“三个一流”为目标，秉承“立志、崇德、勤学、创新”的校训，解

放思想，改革创新，抢抓高等教育发展新机遇，深入推进内涵发展，

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办学环境，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更

多的优秀人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应

用型地方大学。（2017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