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西安交通大学） 

一、 院校概况 

----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前身

是 1896 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 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

迁西安，1959 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七五”、

“八五”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学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和“985”工程建设，被国家确

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学校。2000 年 4 月，国务院决定，将原西安医科

大学、原陕西财经学院并入原西安交通大学组建新的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确定的最早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学校之一，于 2001 年 3

月正式成立网络教育学院.现在面向社会招收现代远程教育学生，欢迎广大考生报考！ 

 



二、招生对象 

1. 专升本层次：考生必须满 21 周岁，必须是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或大专以上毕业证书的

在职人员；报考药学专业考生必须是医药相关专业毕业，必须是医药类在职人员，具有两年或以上工

作年限，需要在职证明或相关资格证书。 

    2. 高升专层次：考生必须满 18 周岁，必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中（含中专、中职、技校）或高

中以上毕业证书。报考药学专业考生必须是医药类在职人员，具有两年或以上工作年限，需要在职证

明或相关资格证书。 

三、招生专业: 

层次 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年限 需修学分 教学形式 

高升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会计学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金融学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工商管理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法学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热能与动力工程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药学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土木工程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化学工程与工艺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高升专 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英语、语文 2.5-6 年 80 远程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2 远程 

专升本 会计学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会计学原理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金融学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财政与金融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工商管理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管理学原理 2.5-6 年 78 远程 

专升本 法学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民法学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经济学（财政金融方向）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财政与金融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热能与动力工程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环境工程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药学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药学综合（含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药物化学） 
2.5-6 年 82 远程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学英语、高数（一） 2.5-6 年 81 远程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2.5-6 年 81 远程 

 

 

 



四、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登录“圆梦计划”官方网站 （ http://www.yuanmengjihua.com）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网站；

www.xjtudlc.com   进行网上报名。   

（二）网上审核 

网上报名后一周内将对学生报名信息进行审核 

（三）现场确认 

审核通过后，按照网上审核的信息到深圳市罗湖区振业大厦 A 座 18 楼 abc 进行现场资料确认 

（四）组织考试 

根据报名信息通知学员参加深圳市圆梦计划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实行机考） 

（五）审核公示 

考试结束后一月内公布考试成绩 

（六）正式录取 

http://www.xjtudlc.com/


根据成绩排名公布入围“圆梦计划”学员名单 

（七）学员注册 

公布录取名单后一周内到深圳市罗湖区振业大厦 A 座 18 楼 ABC 缴费注册 

 

五、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 近期蓝底二寸电子版照高清照片 

  2. 身份证正反复印件及原件 

  3. 毕业证正反复印件及原件 

  4. 大专学历验证截图（报考高升专无需此项材料）持有大学专科毕业证书者，请登录

http://chsi.com.cn 学信网，点击在线验证报告，查询下载‘大专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1991 年（不

含）以前毕业或未查询到学历信息的考生请到罗湖人才市场进行学历认证 

http://chsi.com.cn/


5. 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等材料，并写明单位名称，地址，办公电话。

对于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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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非深户需要提交在深至少满一年的工作证，社保清单或居住证等其中一个 

注：以上材料现场审核原件，提交复印件，1-4 项材料的电子版以姓名命名整理提交邮箱： 

125354309@qq.com  张老师 

 

六、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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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125354309@qq.com


（二）考务费：100 元 

（三）教材费: 自愿订购 

 

七、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A 座 18 楼 18ABC. 

联系人: 刘芳老师：0755-33380516   

        刘伟老师：0755-33380518 

        虞老师：  0755-33380512 

        许老师：  0755-82461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