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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省国资委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

合作院校专项招生方案

（广东工业大学）

一、院校概况

广东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艺结合、多科性

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1958

年开办本科教育，1995 年由原广东工学院、广东机械学院和华南

建设学院（东院）合并组建而成。2021 年跻身软科世界大学学术

排名世界高校 400 强，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2 年世界大学排名位列

中国大陆高校 35-49 名。U.S.News2021 世界大学工程学排行榜内

地排名第 38 位、世界排名第 144 位。

学校本部坐落于中国南方名城广州，拥有大学城、东风路、龙

洞、番禺、沙河、揭阳等多个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 4200 余亩，

环境优美。目前，学校共设有 21 个学院、4 个公共课教学部(中心)、

2 个研究院。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6 个、省攀峰重点学科一级学

科 4 个、省优势重点学科一级学科 6 个、省特色重点学科二级学科

5 个，工程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等 5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行列，其中工程学已进入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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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拥有本科专业 8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8 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4 个、二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95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1 种，硕士专

业学位授予权 13 种，同时具有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

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46000 多人，其中本科生 36000 多人、研究生近

10000 人，并招有不同层次的成人学历教育学生、港澳台学生、国

际学生。60 多年来，为社会培养了 40 余万专门人才。毕业生就业

率多年来位居广东省高校前列。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300 多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400 多人、副

高级职称约 700 人。拥有各类高层次人才近 800 人，省部级“创新

团队”14 个。拥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 个、教育部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 8 人、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 26 个、省教学名师 16

人。

面向新发展阶段，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抢

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改革创新，乘势而上，促进更高质量发展，努力朝着“特

色鲜明、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砥砺奋进。

二、招生对象

（一）招生对象

1.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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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优良、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1.3一般应为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7年 7 月 1

日至 2004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1.4在各类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或在农林牧渔

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

1.5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1年以上在广州市工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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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在广州市同一家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1.6报考专科起点本科的考生必须具有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毕业证书必须是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

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及以上文化

程度毕业证书。

1.7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主要是面向社会在职从业人员开展的非

全日制教育，不招收各层次、各类型的全日制形式学习的高等学历

教育学生，不招收各级各类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在校学生（含全日制

脱产学习的自考学生）。

1.8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2.1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

2.2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不得报考。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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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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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人员。

2.5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三、招生专业

学习

形式

专业

层次
技能型专业 其他专业

入学考试

科目

学习

年限

需修

学分

函授 高起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程造价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90

函授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大数据与会计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90

函授 高起专 电气自动化技术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90

业余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三年 90

业余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人力资源管理
政治、英语、高等

数学（二）
三年 90

业余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政治、英语、高等

数学（二）
三年 90

业余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建筑学
政治、英语、高等

数学（二）
三年 90

业余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管理
政治、英语、高等

数学（二）
三年 90

业余 专升本 会计学
政治、英语、高等

数学（二）
三年 90

四、报名时间

2022 年 7 月 1 日—9 月 10 日（起止时间以圆梦计划官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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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登陆圆梦计划官网 www.yuanmengjihua.com 注册与报名。

（二）网上审核

报名成功两个工作日后登陆报名网站查看学校的网络审核意

见，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进行现场确认。

（三）现场确认

按照审核意见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提交相关资料。

（四）组织考试

统一组织考生参加 2022年 10 月份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考

试（具体时间以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五）审核公示

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的审核结果公布资助名单。

（六）正式录取

考生在录取后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逾

期不缴纳学费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学历验证结果者、在入

学考试中弄虚作假或舞弊者，不论何时发现均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

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一切后果自负。

（七）学员注册

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提供的资助名单通知学生注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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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报名登记表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扫描件

3、毕业证原件以复印件、扫描件

4 、 学 历 验 证 截 图 ； 报 考 专 升 本 的 同 学 ， 请 登 录

http://www.chsi.com.cn 学信网，查询本人学历信息并下载“学

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未查询到学历信息的考生请到教育厅指定的

学历验证机构进行学历认证。

5、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材料，证明材

料需要写明单位名称、地址、办公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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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出具

就业及就业年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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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当年成人高考政策标准执行。

（三）教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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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费按学校规定由学员另外缴纳。

八、联系方式

学习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9 号广东工业大学 3 号楼

联 系 人：黄老师

联系方式：020-37628298（358939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