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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华中师范大学） 

一、院校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

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2000 年 7 月，教育部批准华中师范大学开展现代远

程教育试点工作。十八年来，我校网络教育以优质的教学、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累计为社会培养

了十多万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学校先后荣获“十大热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公众满意的中国

十大网络教育学院”、“全国十佳网络教育学院”、“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育）建设组织奖”等多

项荣誉称号。2017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华中师范大学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政治学

和中国语言文学 2 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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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对象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3 年 7 月 1 日至 2000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4、在各类企业或农林牧渔等行业新生代产业工人； 

5、具有深圳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深圳市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深圳

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深圳市同一家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6、具有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以上文化程度； 

7、身体及心理健康； 

8、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9、同等条件下，纳入省精准脱贫对象的人员、退伍军人优先纳入“圆梦计划”资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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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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英语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等数学、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学前教育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等数学、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法学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电子商务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社会工作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财务会计教育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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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高等数学、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工商管理（营销推广）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教育学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行政管理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经济学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旅游管理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数字媒体技术 高等数学、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专升本 应用心理学 大学语文、英语 2.5—5 年 85 网络教育 

高升专 汉语 语文、英语 2.5—5 年 80 网络教育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英语 2.5—5 年 80 网络教育 

高升专 学前教育 语文、英语 2.5—5 年 80 网络教育 

高升专 会计 语文、英语 2.5—5 年 80 网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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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专 行政管理 语文、英语 2.5—5 年 80 网络教育 

 

四、报考流程 

1、网上注册报名 

（1）时间： 07 月 01 日起至 08 月 31 日 

（2）广东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官网 www.yuanmengjihua.com 或广东青年之声

（www.12355.net）注册及报名。 

（3）现场确认时在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学习中心刷身份证注册。 

2、网上审核 

网上报名后需待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进行报名资格初审，初审通过后将短信通知考生前往

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进行现场确认。 

3、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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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收到初审合格短信后，请前往高校学习中心现场确认，如 8 月底仍未收到短信请与华中师范

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联系。 

4、组织考试 

（1）时间：9 月初（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地点：待确定（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5、审核公示 

各高校资助总名额由团市委分配，华中师范大学总资助名额在入学考试后由团市委公布。华中师

范大学则根据考试人数的比例及入学考试总成绩由高到低划分资助名额，直至资助名单额满为止。 

6、正式录取 

经华中师范大学入学考试通过的考生，由华中师范大学颁发纸质《录取通知书》或在线录取，具

体以学校通知为准。在线录取的可在华中师范大学官网查询录取状态。 

7、学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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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09 月 25 日前后（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考生本人按通知在规定时间缴纳学费进行

学籍注册。 

 

五、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近期 2 寸蓝底免冠彩照 6 张（及电子档）； 

3、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专升本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一份（及电子档）； 

5、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6、非深户的居住证复印件一份，未办居住证需可提供来深一年以上社保交费清单或带有入职日

期的工作证原件及其复印件一份。 

注：如对现场确认资料有疑问请及时与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联系。凡有关材料信息不实的，

招生部门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考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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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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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围“圆梦计划”财政资助的学员在第一学年注册时一次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

毕业的，不予退还个人缴费学费。入围“圆梦计划”财政补贴的学员名单以深圳团市委最终公示名单

为准。 

未入围“圆梦计划”财政资助名单，且已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的学员，欢迎继续注册报读，学费

由学员直接登录华中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学生平台直接缴纳，学杂费由深圳学习中心全额减

免。学生通过华中师范大学网络缴费平台所缴纳的学费由华中师范大学出具统一票据。 

2、考务费 

报名与考务费每人 100 元，现场确认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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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费 

高校提供在线学习平台，包含学习资源、教材、作业等可通过电脑设备进行学习。如学员想订购

教材也可自愿购买教材。 

 

七、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 1：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22 号海外装饰大厦 A 座 1505 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学习中心 

联系人：吴老师  0755-23964889  18688732370（同微信） 

 

教学点地址 2：深圳市龙岗区怡丰路 34 号深圳国际机器人城三楼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学习中心     

联系人：刘老师  0755-89552319  18002583045（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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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华中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不是学历证书鉴定机构，学院只对考生提供的资料进行

收集、整理和备案。对于证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报名者承担责任。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仅表示考生

通过了我院的资格审查以及入学考试。新生入学学历资格必须经教育部复核，合格者可在学信网注册

学籍，不合格者不予注册。对于不能在学信网注册学籍的新生，我院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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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考深圳市2018年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兹证明，        同志，    （性别），身份证号码：                   ，自     年   月   日进入我

单位工作，具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历，现从事职务（岗位）为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身心健康。 

    以上工作经历证明仅限办理“圆梦计划”报考手续之用。 

    特此证明。 

 

    企业（工厂）：                        

    地    址：                            

    邮    编：                            

    办公电话：                            

                            企业（工厂） 

（盖公章） 

                                        2018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