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湖南大学） 

 

一、院校概况 

 

        湖南大学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誉，是直属国家教育部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水平大学。学校起源于宋朝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创建于公元 976年的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时势

变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的连续性。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1937年成为十余所国立大学

之一。2000 年，湖南大学、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南大学。  

    学校设有研究生院和 23个学院，学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医学、艺

术学等 11大学科门类。拥有 2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2个专业学位授权，建有国家重点学科一级

学科 2 个、国家重点学科二级学科 1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5 个。专任教师 1800余人，教授、副教授 1100余人，全职院士 6名、

双聘院士 2 名，“千人计划”41 人，“万人计划”学者 10人、“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 18 人。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3万余人。

校园占地面积 155万多平方米，学校藏书 650余万册，其中中外文数字资源本地镜像 76TB。建成了设备先进、覆盖面广、功能强大、

综合应用的校园计算机网络主干网，无线校园网覆盖教学区，并建立了基于校园网的交互式多媒体教学系统。  



湖南大学成人教育始于 1956 年，现已发展成为成人函授、成人业余、网络教育、自学考试、各类培训等多形式、多学科、多层次

的成人教育办学体系，目前由湖南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归口管理和实施。湖南大学成人教育一贯将教学质量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各自的优势，利用先进的教学技术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的有机融合。

多年来共为国家培育了各级各类人才 13万余人，为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做出了贡

献。 

 

二、招生对象 

 

    报名面向所有在深务工青年（包括外省籍），基本条件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18-35周岁（即 1982年 7月 1 日至 1999年 7月 1日期间出生）； 

3、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中、中专或大学专科毕业文凭； 

4、具有深圳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年以上在工厂企业或机关单位的基层工作经历；非深圳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年以上在同

一家工厂企业或机关单位的基层工作经历。 

 

 

 



三、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办学形式 考试科类 学制 备注 

1 会计学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2 工商管理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3 市场营销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4 金融学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5 保险学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6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7 行政管理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8 新闻学 专升本 函授 文史类 2.5 年  

9 法学 专升本 函授 法学类 2.5 年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1 软件工程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2 信息安全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保密管理方向 

13 电子信息工程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4 物联网工程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5 土木工程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6 工程管理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7 建筑学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面授 

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19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20 车辆工程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21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升本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 

22 会计学 高起本 函授 文理兼 5 年  



23 电子商务 高起本 函授 文理兼 5 年  

24 工商管理 高起本 函授 文理兼 5 年  

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起本 函授 理工类 5 年  

26 土木工程 高起本 函授 理工类 5 年  

27 工程管理 高起本 函授 理工类 5 年  

2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起本 函授 理工类 5 年  

2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起本 函授 理工类 5 年  

30 车辆工程 高起本 函授 理工类 5 年  

31 会计 高起专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32 工商企业管理 高起专 函授 经管类 2.5 年  

33 建筑工程技术 高起专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34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高起专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35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起专 函授 理工类 2.5 年  

 

四、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2017年 7月--8月到深圳科讯人才培训中心各教学点进行咨询，并登陆广东省“圆梦计划”官网（www.yuanmengjihua.com）进

行网上报名确认。  

（二）网上审核 

    2017年 7月--8月在登陆广东省“圆梦计划”官网（www.yuanmengjihua.com）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第三天用自己账号

登录，查询审核通过与否。 



    （三）现场确认 

    深圳科讯人才培训中心确认。 

     （1）预报名：2017年 9月 1日至 5日（按广东省考试院公布的报名时间为准），考生持相关资料到深圳科讯人才培训中心进行

初审，确认后，通过互联网进行预报名，登陆省招办网址：http://www.eeagd.edu.cn 了解报考须知，自行录入本人基本信息完成预

报名。 

     （2）正式报名：2017年 9 月 6日至 10日（按广东省考试院公布的报名时间为准），考生到深圳市招考办规定的报名点确认报

名资格，接受电子摄像并交纳报考费。 

 

 

    （四）组织考试 

      考试时间：10月 28、29 日到深圳市招考办指定的中学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详情地址参照报考时的准考证为准）。 

（五）审核公示 

      12月初，登陆广东省“圆梦计划”官网（www.yuanmengjihua.com）查询。 

（六）正式录取 

      12月中旬，登陆深圳市招考网网址：http://www.51a.gov.cn 查询。 

http://www.eeagd.edu.cn/
http://www.51a.gov.cn查询./


     （七）学员注册 

          2017 年 12 月中旬，录取后开始注册。 2018年 3 月注册学籍，登录 http://www.chsi.com.cn 学信网查询。 

五、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份）； 

         2、原毕业学校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2份； 

         3、报考专升本需提供学历验证截图或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2份； 

         4、出具所在企业务工一年以上的工作证明 2份（加盖公章）； 

         5、报名表一式 2份（现场填写）； 

         6、近期 1寸照片（免冠、正面、彩色、蓝底、同版）4张； 

        7、工作证、居住证、社保清单三选一复印件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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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务费 

    高升专、专升本报考费约 111 元，(按当年广东省考试院规定标准收) 

http://www.chsi.com.cn/


（三）教材费 

    教材费：300元/年，2.5年共 700元。 

 

  七、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佳和华强大厦 B座 901 

                 （地铁 1号线华强路站 B出口潮流前线（地铁商城）， 

       途经行车路线： 

     乘：3，32，75，103，103B，104，113，202，212，215，216，223，234至上海宾馆站下车 

     乘：4，95路环线，101，K113，203，K204，204至上海宾馆东站下车 

     乘：1，6，50，80，230，231，301，303，310-315环线，311，320，335，339至上海宾馆西站下车 

      联系人： 刘青兰 

    联系方式：  电话：0755-22225555转各校区 

                报名 QQ ： 4006440065,313155555 

                邮箱:31315555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