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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深圳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暨南大学）

一、院校概况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广东省共建的“211 工

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办领导。2015 年 6 月，学校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

校，2017 年 9 月，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素有“华侨最高华府”之称的暨南大学，恪

守“忠信笃敬”之校训，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

自世界五大洲 17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 30 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暨南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继续教育工作，1986 年 7 月正式成立成人教育学院，1993

年 10 月更名为教育学院。教育学院主要承担成人高等教育，负责全校境内外成人教育管理与教学。

30 余年来，教育学院经过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学院的工作内容，扩大招生规模，在 20 多个地

区 设置教学点，开设文、理、经、医、工、法等 90 多个学科专业，为社会培养了成人本、专科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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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 4 万多人。

在办学过程中，教育学院的工作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1997 年暨南大学教育学院

被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授予“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评估优秀学校”称号，同年被广东省高教厅（现广

东省教育厅）授予“广东省普通高校函授教育先进单位”和“广东省夜大学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2007 年暨南大学成人教育澳门教学点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优秀校外教学点”；2008 年被广东省成

人教育 协会评为“成人教育先进单位”；2011 年被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评为“广东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先 进集体”；2014 年被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评为“先进集体”。教育学院始终紧跟学校的发

展步伐，坚 持与学校的办学宗旨相一致，力求在社会形成多专业、多层次、多形式、高质量的成人

高等教育格局， 为社会输出更多全方位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深圳共青团 2021 年“圆梦计划”资助共计 1500 名在深工作的优秀新生代产业工人参加学历继续

教育的专科、本科学习。除 1500 名资助学员外，愿意自费就读的学员以同样学习形式参与“圆梦计

划”。1500 个资助名额分配根据各高校符合报名条件人数占全部院校符合报名条件人数的比例确定。

暨南大学成人高考高升专.专升本学历班，有着与普通高考一样流程：报考、参加统考、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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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有寒暑假、毕业拿证。暨南大学颁发录取通知书、学生证、毕业证。毕业证全国通用，学信网

注册。大学录取后即可每个月免个税 400 元。欢迎广大有志人士报读和企事业单位组织集体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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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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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圳市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深圳市工作经历或服务经验；非深圳市常住

户口的居民，需有连续 1 年以上在深圳市同一家单位或企业的工作经历或服务经验；

（5）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6）身体及心理健康；

（7）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2.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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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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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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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

（4）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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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高升专 行政管理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高升专 市场营销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高升专 大数据与会计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高升专 电子商务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语文、英语、数学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专升本 行政管理 政治、英语、高数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专升本 财务管理 政治、英语、高数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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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 法学 政治、英语、高数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政治、英语、高数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专升本 电子商务 政治、英语、高数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政治、英语、高数 3年 80分 成人高考

四、报名须知

报名时间：2021年7月—9月初，报名方式：全部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7月—9月初在“圆梦计划”

官方网站（www.yuanmengjihua.com）或“广东青年之声”微信公众号报名。可24小时电话或微信咨

询18926796803、18926796888、18926796820、18926796898、18926796818、18926796860。

五、学费标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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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资助学员外，以自费形式就读的学员学费根据

各高校学费标准，由高校自主确定自费优惠情况。

（二）考务费：111元，9月份报考，线上交考试中心。

（三）教材费：录取后实收。

http://www.yuanmengji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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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注意事项

1.考生每次只能报考一所高校的一个专业；

2.已被圆梦计划成功录取的在读学员不得再次报考；

3.如出现“该身份证号码已被注册”或忘记账户名、密码等、无法通过密保问题找回，可直接拨

打招生办电话020-12355进行重置。

4.2021年“圆梦计划”采用地市定向培养的模式，考生只能报考工作所在地的“圆梦计划”，不

得跨市报名。

七、报名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注册登录“圆梦计划”官网（http://www.yuanmengjihua.com）进行网上报名或到深圳市罗湖

区深圳书城 21楼协助报名，24小时电话或微信 18926796803、18926796888咨询。

（二）网上审核

“圆梦计划”官方网站报名成功后，3天内登录查询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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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时间

（1）预报考时间：2021 年 9 月（按广东省考试院公布的报名时间为准），登陆广东省教育考试

院成人高考报名网址：http://www.eea.gd.gov.cn 了解报考须知进行预报考，核对无误提交后并记住预

报名号和设定密码。

（2）正式报考时间：网上报名时间 2021 年 9 月（按广东省考试院公布的报名时间为准），凭

预报名号和设定密码登录，无误后即可缴报考费，核对无误提交后并记住考生号和密码；如须现场审

核原件：要带齐毕业证、身份证、社保卡或工作证明或居住证；网上审核：有毕业证、身份证即可。

记住系统提供的网上报名序号和自己输入的密码。审核通过后持相关资料到深圳市罗湖区深圳书城

21楼现场确认。

（四）组织考试

考试时间：10 月 23-24日（周六上午和下午、周日上午），提前 15天打印准考证。考试

地点和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上信息为准（带齐身份证、签字笔、橡皮擦、尺子等，提前 30分到达考

场，提前 15分钟进考试教室）。

（五）审核公示

12 月底，登陆广东省“圆梦计划”官网（www.yuanmengjihua.com）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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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式录取

11月底出成绩，12月大学发录取通知书，2022 年 3 月进入学历班学习，2022年 3-4月
可登录 http://www.chsi.com.cn 学信网查询在读学籍。

（七）学员注册

12月 15-30日，带 2张 1寸彩色蓝底纸质照片到深圳市罗湖区深圳书城 21楼缴费注册。

八、联系方式：教学点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电话、QQ、邮箱等）

总部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书城路 1号深圳书城（金山大厦）21楼 2102室，

电话 0755-82073555、82073273、82073108、82461908
（地铁线路：地铁 1号线、2号、8号线大剧院站 F出口，9号线红岭南站 D出口。

24 小时在线咨询报名电话和微信

盐田区：报名电话 18002547136微信同步 QQ报名：474124809
罗湖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03微信同步 QQ报名：1150449456
福田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18微信同步 QQ报名：2364832769
南山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20微信同步 QQ报名：243971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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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60微信同步 QQ报名：349375457
光明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88微信同步 QQ报名：1661251444
龙岗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91微信同步 QQ报名：474124809
龙华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98微信同步 QQ报名：577049616
坪山区：报名电话 18926796888微信同步 QQ报名：1193932147
大鹏区：报名电话 18033084096微信同步 QQ报名：185693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