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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合作院校

招生简章（西安交通大学）

一、院校概况

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前身是 1896 年

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 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 年定

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七五”、“八五”首批重点建设项目

学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和“985”工程建设，被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

标的学校。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确定的最早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学校之一，于 2001 年 3 月正

式成立网络教育学院。学校确立了“立足西部，面向全国，连通海外”的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思路，并

将现代远程教育的重点定位在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上。

西安交通大学历经风云两甲子，跨越弦歌三世纪，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灿烂与辉煌。

百年淬厉电光开，回首交大百年沧桑之路，是一条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不断开拓的奋进之路。西安

交大人将在“西迁精神”引领下，以“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为己任，在“一带一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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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大战略中，科学谋划并扎实做好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构建“一带一路”科技高地，以丝绸

之路大学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丝绸之路学术带，促进“一带一路”融合

发展，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进步航灯的作用。

现面向社会招收现代远程教育学生，欢迎广大考生报考！

二、招生对象

（一）院校招生条件：

专升本层次：考生必须是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或大专以上毕业证书的在职人员；报考护理

学专业的考生还须是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在职人员；报考药学专业的考生还须是药学或医药相关专业

毕业，现从事临床药物工作，药品、药理研究、药物生产、药物管理等在职人员，报名时提供药学相

关的资格证书或在职证明。秋季报读的考生，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 8 月 31 日。（不收港澳户

籍）所有考生报读专升本层次时，年龄需满 21 周岁。

（二）报考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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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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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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层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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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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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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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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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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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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专业课综合卷-机考） 入学考试科目 2 学习年限 学分 学位 学习形式

专升本 会计学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会计学 思政课 2.5 年 81 管理学 业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管理学原理 思政课 2.5 年 81 管理学 业余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管理学原理 思政课 2.5 年 81 管理学 业余

专升本 法学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民法学 思政课 2.5 年 81 法学 业余

专升本 经济学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财政与金融 思政课 2.5 年 81 经济学 业余

专升本 金融学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财政与金融 思政课 2.5 年 81 经济学 业余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2 工学 业余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1 工学 业余

专升本 能源与动力工程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1 工学 业余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1 工学 业余

专升本 环境工程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1 工学 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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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 机械工程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1 工学 业余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政课 2.5 年 81 工学 业余

专升本 药学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药学综合 思政课 2.5 年 82 理学 业余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 思政课 2.5 年 81 经济学 业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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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广东青年之声平台 www.12355.net

（二）网上审核

考生报考后，学习中心会随时审核并给出审核意见，公告后续所需材料和办理步骤。

（三）现场确认

学习中心会在网上回复，并会短信、电话等多种形式告知现场确认时间地点和所需材料，并发

放入学考试复习资料。

（四）组织考试

入学考试经院校和圆梦办商定后，会短信电话逐一通知到每位考生考试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



6

（五）审核公示

通过院校录取分数线的人员，会在院校官网查询到录取情况，经过择优录取原则，被圆梦计划录

取人员，于 12 月份公示在圆梦计划官网。

（六）正式录取

正式录取学员，将统一发放西安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录取通知书》

（七）学员注册

学生通过各地校外学习中心按时办理报到注册；学生正式入学后，由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统一进行学籍管理。

五、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2.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3.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1

份； 4. 工作证明原件 1 份，5.非深户辅助证明（居住证复印件或社保清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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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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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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学员被正式录取交费后，毕业前课程考试正考和补考一律免费，专升本人员

统考科目报考费（统考办收）和学位外语报考费（省学位办收）均不属于院校收取。

（三）教材费：提供教材清单，自愿是否订购，院校免费提供考前练习资料。

七、联系方式

学习中心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A 座 29 楼 29BCD（大剧院地铁站 D 出口）

联系人：刘老师、代老师、王老师

联系方式：0755-82342750、 0755- 82346362 , QQ: 120079855@qq.com

13430483369、18129929135、19925415073（均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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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2020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工作经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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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办公电话：

工作单位（盖公章）

202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