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招生简章 

（武汉理工大学） 

一、院校概况 

 “圆梦计划”是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爱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工作部署，帮助更多新生代产业工人提

升素质，有效服务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深圳市政府开展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骨干培养发展工程（简称“圆

梦计划”）。 

 武汉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全国现代

远程教育试点学校之一，教育部确定的网络教育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两所试点高校之一。 学院现在全国建立

了 52 个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在籍学生 31600 余人，自 2004 年以来，已经有 70123 余名学生学成毕业。 

二、招生对象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含香港、澳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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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4.在各类企业或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基层务工服务人员； 

5.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广东省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广东省常住

户口的居民，需有连续 1 年以上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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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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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高学历为本科或本科以上的人员；最高学历为专科的人员，不得报考高升专； 

（4）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编制人员及公职人员； 

（5）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6）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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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英语 

2.5 
85 

远程教育 

高起专 建筑工程管理 2.5 远程教育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语文 

数学 

2.5 远程教育 

高起专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2.5 远程教育 

高起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2.5 远程教育 

高起专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 远程教育 

高起专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计算机应用基础 

2.5 

80 

远程教育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道路桥梁工程与渡河工程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汽车服务工程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2.5 远程教育 

专升本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技术 2.5 远程教育 



四、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8 月 31 日 

报名方式: 登陆“圆梦计划”官方网站（www.yuanmengjihua.com）或广东青年之声

（www.12355.net）网上报名。 

（二）网上审核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待武汉理工大学进行报名资格初审，初审通过后将短信通知考生前往武汉理

工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进行现场确认。 

（三）现场确认 

http://www.yuanmengjihua.com/


考生收到初审合格短信后，需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确认。 如 8 月底仍未收到短信请与武汉

理工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联系。 

（四）组织考试 

   入学考试由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命题，由武汉理工大学和深圳团市委共同组织考试，采取集中闭

卷考试的方式，各门课程考试范围不超出成人高考的复习大纲，学校为考生拟定了复习资料，供参考

之用。入学考试时间预计在 2018 年 9 月初，具体入学考试时间由深圳团市委及武汉理工大学深圳

学习中心公布的时间为准。 

（五）审核公示 

各高校资助总名额由团市委分配，武汉理工大学总资助名额在入学考试后由团市委公布。武汉理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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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正式录取 



经入学考试被择优录取的考生，由武汉理工大学颂发给《录取通知书》。  

注：考生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仅表示考生已通过了“圆梦计划”入学考试，可以就读武汉理工大

学网络教育，是否享受资助则要入围资助名单才行。未入围资助名单的考生可继续学习武汉理工大学

专科或本科课程，自费学习。  

（七）学员注册 

学员报到注册及开学时间为 2018 年 9 月中旬（具体日期以学校通知为准），考生本人应在规

定的时间，凭身份证到武汉理工大学深圳学习中心办理入学缴费报到注册手续。  

五、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考生资格初审工作结束后，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丽湖校区厚德楼 114

办公室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须学员需提交一下资料： 



序号 报名材料名称 要求 数量 备注 

1 
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 复印在

A4 纸 

2 份 

验原件，收取复印件。 

2 
毕业证原件      
及复印件 

2 份 

3 
小一寸近期免
冠蓝底照片 

 2 张  

4 工作经历证明 A4 纸 1 份 工作经历证明模板详见附件 1 

5 
专升本需提交：学
历证书       电
子注册备案表 

A4 纸 1 份 

请登录 http://www.chsi.com.cn 学信网，点击
学历查询→零散查询，查询本人学历信息并下载
“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1991 年（不含）前毕
业或未查到学历信息的请到深圳市人才大市场进
行学历认证。 
报考专升本才需提供，报考高起专无需提供。 

 



注：如对现场确认需提交的材料有疑问的，需及时与武汉理工大学深圳学习中心联系。凡有关材

料信息不实的，招考部门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考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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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非深户需提交：居
住证或社保清单。 

 1 份 非深户才需提供，深户无需提供。 



（二）考务费 

教务费 200 元/人（含入学考试复习资料）。 

（三）教材费 

 自愿购买教材。无其他费用。 

七、联系方式 

武汉理工大学深圳远程学习中心 

1. 现场确认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丽湖校区厚德楼（原东校区行政楼）

114 办公室 

2. 乘车路线：乘公交车到“高职院”站台下车走 100 米即到；乘地铁坐环中线（5 号）西丽站 F

出口，沿沙河西路往北直走约 600 米即到。 



3. 武汉理工大学深圳学习中心网址：www.szcj.net 

4. 圆梦计划网址：www.yuanmengjihua.com 或 www.12355.net 

5. 联系人：林老师 

6. 联系电话：0755-26019351 

 

 

 

 

 

 

 

 

 

http://www.szcj.net/
http://www.yuanmengjihua.com或ymjh.gd12355.org/


附 件 1: 

  报考深圳共青团2018年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工作经历证明（模版） 

 

      兹证明，      同志，男（女），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企业（工厂）从事      （岗位）工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身心健康。 

     以上工作经历证明该同志在深圳具有1年及以上一线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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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理工大学圆梦计划常见问题答疑 
 

一、基层务工人员怎么理解? 

    通常是指一线产业员工、文员、协管员、会计、保险业务员、商品推销员、快递员、一线社工等，企业法人、经理、公务员、

职员和雇员等不在资助范围内。 

 

二、学费是多少？ 

       5000 元。被录取且获得团委资助学员可获得省财政补助 2000元/人，市财政和社会募集资金补助 2000元/人，个人自缴学费

1000 元。 

 

三、本科学历或超龄、没有工作经验的可以报名圆梦计划吗？ 

    可以。本科学历或超龄、没有工作经验的不用去团委网站报名，直接到学习中心（深职院西丽湖校区厚德楼）报名，不享受团

委资助。  

 

四、除了学费还会有其他费用吗？ 

    有，报名费 200元。(只能刷银行卡，不收现金) 

 

五、入学考试考哪几门？考试形式与时间，有无复习资料？ 

    考三门（专科：英语、语文、数学； 本科：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9月初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试，考试前

一周会短信通知已现场审核通过的学员且提供复习资料。 

 



六、圆梦计划网络报名和初审截止时间？现场确认截止时间？ 

    网络报名时间截止到到 8 月 31日，初审时间截止到 8月 31日；现场确认时间截止到 9月 3日。 

 

七、圆梦计划最终得到团委资助比例有多少？如未能获得团委资助，自费学费交多少？如何缴费？是一次性交完学费？ 

   1. 资助比例依据每年报名人数的不同而不同，2016年大约在 20%左右。 

        2. 专科共修 85 学分，78 元/学分，总学费 6630 元/人。专升本共修 80 学分，101 元/学分，总学费 8080 元/人。不含教材费。 

   3. 通过武理工学习平台网上直接支付给武理工。 

   4. 学费分三次缴纳。 

 

八、怎么确定资助对象？ 

    根据入学测试综合成绩排名，资助排名靠前的，择优入选团委资助名单。 

 

九、会公布入学考试成绩吗？ 

    不公布具体分数，会公布录取名单。 

 

十、平时如何学习？  

    通过互联网，登录学校给定的账号和密码进入网上学习平台学习。学生可随时随地自主点播教学课件学习，提交作业。能定期

安排与教师交流网上答疑。全程学习有专职班主任管理，快速解决大家学习上疑问。 

 

十一、武汉理工大学远程学历教育学习年限如何规定？可以提前毕业吗？ 



    学生正式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为网络教育的学生后，修业年限一般为 2.5—5年。第 1-4 学期进行课程学习，第 5学期进行毕

业论文。最快 2.5年可以毕业。不能提前毕业。 

 

十二、一年有几个学期，几次考试？ 

    一年两个学期，春季学期 6月份期末考试，秋季学期 12月期末考试 

 

十三、在校期间的课程考试难度如何？是由谁出的考试题目？考试形式？ 

考试内容不超出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期末考试都是由武理工各院系老师自主出题。考试形式有自行上机考试、开卷、闭卷等形式。 

 

十四、专升本毕业条件？ 

    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即所有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成绩合格；统考课程《大学英语 B》、《计算机应用基础》成

绩均合格。 

 

十五、能拿到学位证吗？ 

    可以。符合武汉理工大学成人学士学位条件者，可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十六、毕业证书是哪里发的？到时社会上会承认吗？   

    武汉理工大学，加注“网络教育”字样，国家承认学历并能在教育部唯一指定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

查询学历信息。 

十七、要去武汉考试或毕业论文答辩吗？ 

   不用，在深职院参加期末考试和毕业论文答辩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