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韶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韶关学院）

一、院校概况

韶关学院是广东省省属公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大学，是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坐落在世界地质

公园丹霞山和禅宗祖庭南华寺所在地、粤北历史文化名城——韶关市。

举办高等教育始于 1958 年成立的省属韶关师范专科学校；1989 年与市属韶关大学合并，定名

韶关大学；2000 年与韶关教育学院合并，升为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韶关学院；2001 年和 2002 年，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隶属韶关市的韶州师范分院、医学院先后挂靠韶关学院。

现有大塘、韩家山、黄田坝三个校区（不含韶州师范分院、医学院，下同），占地 2511 亩，校

舍建筑总面积 75.74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14.32 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9 亿元；馆

藏纸质图书 259.6 万册；国家级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1 个，省级协同育人平台 2 个，省级大学生实

践教学基地 17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2 个，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0 个，本科教学校内实验

室及实习实训场所 198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223 个。



现有在编教工 2047 人，专任教师 1073 人，其中正高职称 106 人、副高级职称 356 人、博士

212 人、硕士 672 人；国家督学 1 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省级教学名师 4 人，省“扬帆计划”20 人，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8 人，省

“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6 人，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2 人，入选首批韶关市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12 人，韶关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27 人；省级教学团队 3 个，省级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7

个。

设有 19 个二级学院、69 个本科专业(不含韶州师范分院 1 个、医学院 3 个)，学科专业涵盖理、

工、农、教、经、管、法、文、史、艺等 10 大学科门类。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1 个，教育部产学合

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1 个、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3 个；省级重点专业 1 个、特色专业 6 个、

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1 个、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1 个。2014 年以来，主持国家级教改课题 1

项，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64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7 项；出版专著、主（参）编教材 300 多

部。

面向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南亚和港澳地区招生，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22716 人。近

三年来，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各类学科技能及文体竞赛、创新活动等获省级以上奖项 2067 项，其



中国际级 11 项、国家级 581 项、省级 1475 项；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2018 年考研录取

率 7.51%，居省属本科高校前列。

拥有理论物理、教育学、蔬菜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5 个省级重点学科，省级

科研平台 14 个；与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喀什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硕士。近五年来，学校教师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含子项目）13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3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37 项；市厅级科研项目 350 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横

向课题 302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772 篇，其中被SCI、EI、ISTP、CSSCI收录 357 篇。获得包括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市级以上科技奖 57 项，中国发明专利博览会金奖 3 项，国家专利 116 项。

坚持开放办学，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港澳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余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与英国北安普顿大学、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开

展本、专科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俄罗斯、乌克兰等高校共建国际联合研发中心。被教育部列为内

地免试招收香港学生高校、地方院校教育国际化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被省侨办列为中华文化传承基地。

学校影响不断扩大，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五

四’红旗团委”“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



二、招生对象

1．报考“圆梦计划”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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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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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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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

行政管理、会计学、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学与应用数学

政治、英语、高数二 2.5 年 函授

高起专

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自动化、计

算机应用技术、会计、学前教育、

行政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3 年 函授

四、报名时间

2020年7月20日-8月31日（截止时间以各校时间为准）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报名方式：移动端——关注“广东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点击

“圆梦计划”；PC 端——登录“圆梦计划”网站 www.yuanmengjihua.com 或广东青年之声平

www.12355.net。

（二）网上审核：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络报名，报名后由各院校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对报名

人员的各项信息进行网络初审，学员在“圆梦计划”官网完成报名后，以《关于做好 2018 年广东省

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为准同步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网进行成人高考报名。网络审核采取“边

报名边审核”的工作方式，网络报名截止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网络审核的工作。

（三）现场确认：考生资格初审工作结束后，各合作院校、市圆梦办共同组织考生进行现场确认。

考生本人应于规定时间内携带报名相关资料前往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同时缴纳考务费（111 元）。

现场确认须提交资料：

1. 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工作证等）原件及复印件或者电子版扫描件；

2. 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等材料。对于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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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在单位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办公电话；



4. 大一寸（小两寸）近期蓝底免冠电子照片（电子版）；

5. 其他招生院校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组织考试：10 月份第三周周六、日（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通知时间为准），成人

高考的报名、考试、录取按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安排开展工作，考试时间为 10 月，录取时间为 12

月底。

（五）审核公示：（12 月中下旬）

成人高考（12 月中下旬）：成人高考录取结束后，各院校在成人高考录取考生中，根据各校“圆

梦计划”招生名额及学员成绩排名确认拟资助圆梦学员名单，随后通知拟资助圆梦学员提交报读“圆

梦计划”所需相关资料并进行审核。“圆梦计划”正式资助学员名单于 12 月下旬在“圆梦计划”官

方网站、当地团委网站及各院校网站进行公示。

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并被录取，取得相应学籍，可享受“圆梦计划”资助政策。

（六） 正式录取：（12 月底）

韶关学院在公示结束后给获得“圆梦计划”资助资格的学员寄发《录取通知书》，并详细告知资

助学员“圆梦计划”的资助政策及所需缴纳的费用。如有资格审核未通过或考生本人放弃就读“圆梦



计划”的情况，则由院校根据考生成绩排名顺次补录，相关情况报备省市圆梦办。同时将最终“圆梦

计划”录取学员名单上报各地市圆梦办，最终名单汇总报至省圆梦办，名单的详细信息将在“圆梦计

划”官方网站、当地团委官方网站及各院校官方网站进行同步公示。

（七）学员注册：（1 月中上旬）

学员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照通知书通知时间，凭录取通知书和学员入学须知到韶关市浈江区韶

大弘毅培训中心（地址：韶关市浈江区金汇大道 88 号智汇小镇 19 栋 338 号）缴费注册。

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工作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2.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等材料。对于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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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在单位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办公电话；

4.2 张小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5.其他招生院校需要提供的材料；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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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元

（三）考前辅导教材费：100 元

考前辅导费：600 元（自愿交纳）

八、联系方式

教学点名称：韶关市浈江区韶大弘毅培训中心

教学点地址:韶关市浈江区金汇大道 88 号智汇小镇 19 栋 338 号(公交车：17 路、18 路、25 路

可直达)

联系人：邓晓梅

联系电话：手机：13542297685



办公电话：0751-8163648

QQ：1335389870

邮箱：133538987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