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佛山市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办学特色鲜明，

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

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 

    山东大学 2000年 7 月被教育部批准为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近年

来，学校集中投入上千万元资金建设了山东大学网络教育硬件环境和教学

与管理平台，自主开发了 600 多门网络课程，拥有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

开设了 43 个本科专业和 36个专科专业，并推出了面向行业、系统的特色

专业；在全国设立了 70 余个校外学习中心，基本建成了现代远程教育资

源系统和服务体系。 

一、报考条件  

    1、报考高起专需具有高中、中专或同等学历。  

    2、报考专升本需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二、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 8 月 25 日（截止时间按官方报名网站公布为准。） 

    报名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坪二路 158号桂城职校知金教育。 

    报名手续：考生报名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毕业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近期大一寸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2 张，工作证明、须填写《学

生报名信息表》和《承诺书》，并交纳考试费 100 元。  

  三、入学考试  



 

    考试时间：2017年 8 月 30 日-2016 年 9 月 10 日。  

    考试地点：山东大学各校外学习中心。 

考试科目：高起专—— 英语+语文 

专升本—— 理工科：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其他学科：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入学考试模拟题：可从山东大学招生咨询网

(http:// www.sduzszx.com)下载。 

四、学制 学费  

    学制：山东大学网络教育实行学年学分制。专升本规定学习年限 2.5

—5 年，高起专规定学习年限 2.5—4 年，专升本、高起专各专业总学分

均不低于 80 学分。  

    学费：按山东省物价局规定，我校网络教育（业余）学生收费标准为

每学分 75 元。其他省份学习中心，根据当地物价部门标准据实收取。  

五、录取 注册  

    录取：学校按考生入学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并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

可在考试结束两周后登录我院网站（www.wljy.sdu.edu.cn）查询录取结

果。  

    报到注册：新生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报到注册。专升本学生入学注

册时，其专科毕业资格须通过教育部学信网审核，不合格者不予电子注册。  

六、教学及学习方式  

    学生利用山东大学网络教学平台、网上实时教学交互系统和虚拟校园

学习支持服务系统进行学习。学校通过网络授课对学生进行专业和课程学

习指导，学生可以利用网上教学资源采用课件点播，以及通过网络课堂与

教师进行实时与非实时沟通的交互式学习形式，完成课堂学习、实践教学

和毕业论文（设计）等任务。  

七、学历及学位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者，颁发

教育部统一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的山东大学毕业证书（网络教育）。



 

专升本学生在毕业前需通过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

统考科目：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优秀本科毕业生可参加山东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士

学位外语考试，达到相应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山东大学成人高等教

育学士学位。  

    注：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教育部政策调整，按教育部新政

策执行。 

山东大学网络教育招生专业目录 

层

次 

学 科 门

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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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升 

本 

经 济 学

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保

险 

大学英语+ 

大学语文 

2.5 80 网络授课 

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英语（商务英语）

新闻学 

2.5 80 网络授课 

法学类 法学、社会工作 2.5 80 网络授课 

医学类 卫生事业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管 理 学

类 

工业工程、工程管理、行政管

理、市场营销、会计学、电子

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档案学、文

化产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计算机信息管理方向）、 

2.5 80 网络授课 

教 育 学

类 
教育学（学前教育方向） 

2.5 80 网络授课 



 

 工学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建筑学、物

流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水利水电工程、机械

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安全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

程、交通运输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2.5 80 网络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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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专 

生化与药品

类 
应用化工技术 

英 语 +

语文 

2.5 80 网络授课 

土建类 建筑工程技术 2.5 80 网络授课 

制造类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焊接技

术及自动化、数控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物流工程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 80 网络授课 

电子信息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

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环保气象与

安全类 
安全技术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财经类 

会计、物流管理、金融管理与

实务、市场营销、金融保险、

工商企业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医学卫生类 公共卫生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旅游类 旅游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公共事业类 
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工作、劳

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文化事业类 文秘、文化事业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法律类 法律事务 2.5 80 网络授课 

水利类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2.5 80 网络授课 

食品药品管

理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 

2.5 80 网络授课 

材料与能源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2.5 80 网络授课 

文化教育类 学前教育 2.5 80 网络授课 

交通运输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5 80 网络授课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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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务费：100 元 

（三）教材费:800 元 

 



 

咨询电话： 

联系人：吴老师 

咨询电话：86391101或 13889946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