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合作院校 

招生简章（湘潭大学） 
 

一、院校概况 

湘潭大学，简称“湘大”，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教育部和湖南省共

建高校，湖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由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湖南省重点共建。 

1978 年，学校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一起，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 88 所全

国重点大学，成为全国 16 所文理工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建校以来，湘潭大学牢记伟人嘱托，励精

图治、奋发图强，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合并的情况下以一校之力雄居《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国

内高校第 45 位。 

湘潭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进入 THE、USNEWS 两大权威国际大学排行榜的高校。目前学校是

湖南省唯一一所与教育部共建大学、湖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工局共建高校。 

二、招生对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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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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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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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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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 经济学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金融学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工商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市场营销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会计学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财务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公共事业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行政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图书馆学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档案学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电子商务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旅游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酒店管理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法学 政治、英语、民法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新闻学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广告学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通信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软件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网络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土木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测绘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采矿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食品科学与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安全工程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药学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政治、高数（二）、英语 2.5 年 80 函授 

高升专 建筑工程技术 语文、数学、英语 2.5 年 80 函授 

高升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语文、数学、英语 2.5 年 80 函授 

 

四、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2020 年 7 月至 9 月；登陆广东省“圆梦计划”官网进行网上预报名。 

（二）网上审核 

2020 年 7 月至 9 月；考生预报名后，我中心将进行资料预审，并以电话或短信通知携带资料现

场确认。 

（三）现场确认 

2020 年 7 月至 9 月；收到我中心现场确认通知后，第一时间前往我中心现场确认报考信息。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1001 号银盛大厦 10 楼北面 

（四）组织考试 

1、成考网报：202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按广东省考试院公布的报名时间为准），进行成人

高考正式网上报名。 

2、正式确认时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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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县）市招生办规定的报名点确认报名资格。 

3、正式考试时间：2020 年 10 月下旬（按广东省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 

（五）审核公示 

2020 年 12 月中下旬，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成考成绩，我中心公布全部考生成绩，并对圆梦名

额进行确定。 

（六）正式录取 

2020 年 12 月底起，学校开启录取工作，并陆续下发录取通知书； 

（七）学员注册 

2021 年 3 月，新生注册入学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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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份（加盖公章）； 



5、报名表 1 份（现场填写）； 

6、近期 1 寸照片（免冠、正面、彩色、蓝底、同版）2 张； 

7、工作证明、居住证、社保清单三选一复印件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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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人高考报名费，由省教育考试院收取，学员自行缴纳） 

（三）教材费 

800 元（2.5 年总教材费） 

八、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1001 号银盛大厦 10 楼北面深圳市芙蓉青年服务中心 

联系人：文老师 13128773100（同微信） 0755-82095484、82095465、82095101 

QQ：583916702   邮箱：583916702@qq.com 

mailto:5839167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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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