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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电话：010-8205643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通信工程(102)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工商管理(105)市场营销

(106)会计学(107)物流工程
(108)电子商务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402)市场营销
理工类 函授(403)通信工程

(40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5)工商管理(406)市场营销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电话：010-6577923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专升本
艺术类 函授(101)广播电视编导

(102)播音与主持艺术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电话：010-6228907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金融学(102)工商管理

(103)会计学(104)行政管理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402)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03)工商管理(404)会计学

10051 北京舞蹈学院 电话：010-6893586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路 1 号

高中起点本科
艺术（文） 函授(401)舞蹈学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电话：022-24092556
地址：天津市津北公路 2898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安全工程

10076 河北工程大学 电话：0310-8573111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南大街 178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土木工程(105)水利水电工程
(106)采矿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7)工程管理(108)工商管理
10077 河北地质大学 电话：0311-87207709
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 136 号河北地质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2)土木工程(103)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经济学(105)金融学

(106)工程管理(107)工程造价
(108)工商管理(109)市场营销
(110)会计学(111)人力资源管理
(112)行政管理(113)土地资源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4)法学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电话：0371-65790259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 36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3)土木工程
(104)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05)水利水电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工程管理(107)会计学
10082 河北科技大学 电话：0311-88632079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70 号河北科技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 307 室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2)土木工程(103)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药学(105)工商管理

(106)财务管理
10107 石家庄铁道大学 电话：0311-87935139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二环东路 17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程管理(103)会计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土木工程
10140 辽宁大学 电话：024-62202174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2)通信工程(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金融学(105)保险学
(106)国际经济与贸易
(107)工程管理(108)工商管理
(109)市场营销(110)会计学
(111)人力资源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2)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金融学(402)法学
(403)工商管理(404)市场营销
(405)会计学(406)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函授(407)金融学(408)法学
(40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0)工商管理(411)市场营销
(412)会计学(413)人力资源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工商企业管理

(503)市场营销(504)法律文秘
(505)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6)会计(507)工商企业管理
(508)市场营销(509)法律文秘
(510)人力资源管理

10142 沈阳工业大学 电话：024-25691226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南十三路一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工商管理(106)市场营销
(107)会计学

法学类 函授(108)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
理工类 函授(402)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3)建筑工程技术(504)数控技术

(505)电气自动化技术
(506)应用化工技术
(507)计算机应用技术(508)会计
(509)工商企业管理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话：0418-5110200
地址：辽宁省阜新市中华路 47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车辆工程
(10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4)通信工程(105)网络工程
(106)土木工程
(107)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08)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109)测绘工程(110)地质工程
(111)安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2)金融学(113)工程管理
(114)工商管理(115)市场营销
(116)会计学

法学类 函授(117)法学
10149 沈阳化工大学 电话：024-89389488
地址：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1 号街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化学工程与工艺(105)制药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工商管理(107)会计学
10150 大连交通大学 电话：0411-84106724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794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土木工程(102)交通运输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铁道工程技术

10163 沈阳药科大学 电话：024-23986560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103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中药学

理工类 函授(102)生物医学工程
(103)食品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药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药学(402)中药学

10184 延边大学 电话：0433-2733306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汉语言

(10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6)数字媒体技术(107)土木工程
(108)化学工程与工艺
(109)食品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0)经济学(111)国际经济与贸易
(112)心理学(113)环境科学
(114)工商管理(115)市场营销
(116)会计学(117)农林经济管理
(118)旅游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9)法学
教育学类 函授(120)教育技术学(121)学前教育

(122)小学教育(123)运动训练
农学类 函授(124)农学(125)动物医学

(126)园林
医学类 函授(127)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经济学(402)法学

(403)汉语言文学
(40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405)工商管理(406)市场营销
(407)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0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学前教育(502)小学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3)林业技术(504)畜牧兽医

(505)护理(506)药学
(507)学前教育(508)小学教育

10201 北华大学 电话：0432-64602116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 15 号北华大学继续教育与
培训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3)车辆工程
(10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6)软件工程(107)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8)国际经济与贸易
(109)环境科学(110)药学
(111)工程管理(112)工商管理
(113)市场营销(114)会计学
(115)行政管理(116)物流管理
(117)旅游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8)法学(119)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20)学前教育(121)小学教育
农学类 函授(122)林学(123)园林
医学类 函授(124)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学前教育(402)小学教育
理工类 函授(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4)药学(405)护理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 (502)学前教育
(503)小学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4)林业技术 (505)园林技术
(506)机电一体化技术
(507)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08)护理 (509)药学
(510)会计

10203 吉林师范大学 电话：0434-3294330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海丰大街 1301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102)汉语国际教育(103)新闻学
(104)编辑出版学(105)历史学

理工类 函授(106)数学与应用数学(107)物理学
(108)化学(109)电子信息工程
(110)通信工程
(1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3)金融学(114)国际经济与贸易
(115)地理科学(116)生物科学
(117)心理学(118)市场营销
(119)财务管理(120)人力资源管理
(121)公共事业管理(122)旅游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3)法学(124)社会工作

(125)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26)教育学(127)学前教育

(128)小学教育(129)体育教育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金融学(402)国际经济与贸易
(403)法学(404)学前教育
(405)小学教育(406)汉语言文学
(407)市场营销(408)财务管理
(409)人力资源管理
(410)公共事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4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国际经济与贸易
(503)学前教育(504)小学教育
(505)语文教育(506)人力资源管理
(507)公共事务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8)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09)数学教育

10216 燕山大学 电话：0335-8057033
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燕山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工商管理(106)会计学
(107)行政管理(108)电子商务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288 南京理工大学 电话：025-84311355
地址：南京市光华路联合村 1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商管理
10293 南京邮电大学 电话：025-83492717
地址：南京市龙蟠路 177 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工商管理
1030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电话：025-58699792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宁六路 219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大气科学(102)安全工程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大气科学技术

10316 中国药科大学 电话：025-83271291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童家巷 24 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药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药学

10405 东华理工大学 电话：0794-8303507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羊城路 154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2)信息与计算科学
(103)应用化学(104)机械工程
(105)材料科学与工程
(106)电子信息工程
(107)电子科学与技术
(108)通信工程(109)自动化
(11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1)土木工程
(112)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13)测绘工程(114)遥感科学与技术
(115)化学工程与工艺
(116)勘查技术与工程
(117)资源勘查工程
(118)采矿工程(119)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0)国际经济与贸易
(12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2)工程管理(123)市场营销
(124)会计学(125)财务管理
(126)土地资源管理(127)物流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8)法学
教育学类 函授(129)学前教育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法学(402)学前教育

(403)汉语言文学(404)市场营销
(405)会计学(406)财务管理
(407)物流管理

理工类 函授(408)法学(409)学前教育
(410)电子信息工程(411)自动化
(4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3)土木工程(414)测绘工程
(415)资源勘查工程(416)环境工程
(417)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18)工程管理(419)市场营销
(420)会计学(421)财务管理
(422)物流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程造价(502)会计

(503)市场营销(504)旅游管理
(505)学前教育(506)语文教育
(507)数学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8)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509)工程测量技术
(510)工程造价
(511)电气自动化技术
(512)计算机应用技术(513)会计
(514)市场营销(515)旅游管理
(516)学前教育(517)语文教育
(518)数学教育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电话：0791-88226732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上海路 173 号南昌航空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数学与应用数学(102)应用化学

(10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4)测控技术与仪器
(1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7)软件工程(108)土木工程
(109)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10)飞行器动力工程
(111)环境工程(112)生物医学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3)工商管理(114)市场营销
(115)会计学

法学类 函授(116)法学
教育学类 函授(117)教育技术学(118)体育教育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
理工类 函授(402)测控技术与仪器(403)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空中乘务(502)会计

(503)工商企业管理(504)市场营销
(505)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506)机械设计与制造
(507)飞行器制造技术
(508)空中乘务(509)会计
(510)工商企业管理(511)市场营销
(512)电子商务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电话：0371-67789008
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96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土木工程(105)食品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金融学(107)工程管理
(108)工商管理(109)市场营销
(110)会计学(111)人力资源管理
(112)电子商务

法学类 函授(113)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402)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
理工类 函授(502)材料工程技术(503)工程造价

(50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06)食品营养与检测
(507)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08)计算机信息管理
(509)软件技术(510)汽车营销与服务

1048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电话：0371-68252178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大学南路 7 号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安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金融学(105)工程造价
(下转 16 版)

一、报名时间、打印准考证时间
1、 全省报名时间为 9 月 3 日—9 月 13

日。 其中，长沙市、株洲市、衡阳市、岳阳市、
怀化市 9 月 3 日－9 月 7 日为户籍所在地
考生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及缴费，9 月 8
日—9 月 13 日为所有考生网上报名、 现场
确认及缴费。17周岁以下（2001年 10月 28
日以后出生的，下同）考生，9 月 14 日 -15
日到市州指定的报名确认点进行资格审核。

2、 考生自行在网上打印准考证的时间
为 10月 15日—29日。

二、报名网址、报名确认点
报 名 网 址 ：https://chengzhao.hneao.

cn/ks（以下简称“报名系统”）。报名（现场确
认）点的地址、电话、办理范围在报名系统中
查询，考生自主选择当地报名确认点。 报考
医卫类和 17 周岁以下考生， 选择报名确认
点时要认真阅读市州公告，选择由市州指定
的医卫类和 17 周岁以下考生的报名确认
点。 报考中南大学临床医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土木工程、交通运输专业的考生须
选择中南大学成考报名确认点进行确认。

申请免试者到当地市(州)教育考试机构
报名确认。

三、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

校(在籍)学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
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
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
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
生必须已取得经教育部审核注册的国民教
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
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毕
业证书。

5、 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
应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
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
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
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
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
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
人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
的专业对口。

6、 在中国定居并符合上述相关报名条
件的外国侨民，持有所在省（区、市）公安机
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
证》，到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报名确认。

7、免试入学政策
（1）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

作者”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经本人申请并出具相关证书或证明，省教育
考试院审核，招生学校同意，可免试入学。

（2）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标赛的

奥运会项目前八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
六名获得者，亚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
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
目前三名获得者；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
国冠军赛的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非奥
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上述运动员还需出具
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审核的《优秀运动员申请
免试进入成人高等学校学习推荐表》（国家
体育总局监制），省教育考试院审核，招生学
校同意，可免试入学。

（3）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服务期满并
考核合格、以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的
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凭身份证、普通高
职（专科）毕业证、士兵退役或相关项目考核
合格证，可申请免试就读我省成人高校“专
升本”。

四、报名程序
1、 考生一般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

加考试。 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单考和免试入
学的考生均须办理报名手续。

2、考生通过“湖南省成人高校招生网上
报名系统”(网址： http://chengzhao.hneao.
cn/ks 以下简称“报名系统”） 进行网上报
名、准确填写本人基本信息（姓名、身份证
号、联系电话等），在提交之前要认真核实，
提交之后不能修改。因考生本人原因造成的
基本信息差错等影响今后考试录取、学籍注
册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考生完成网上报名后，须在规定时间

内到选定的报名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
①报名确认时须核验本人第二代身份

证、毕业证等有关证件原件（报考医学门类
专业的考生还须按报名条件的要求携带相
关证书）。

②报名确认时通过二代身份证阅读器
验证后，采集考生相片信息。

③考生在报名确认点完成上述信息核
验后，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由报名确认点
或考生自行下载打印《报名流程表》，按要求
在《报名流程表》“确认报名信息和签订诚信
考试承诺书栏” 内抄录承诺内容并签名确
认。 任何机构和个人（含招生学校及其函授
站）不得代替考生签字。 考生签字将作为笔
迹鉴定的依据。 未抄录承诺内容和签字的、
《报名流程表》未加盖报名确认点公章的，均
视为报名无效。

④考生将签字确认后的《报名流程表》
交报名确认点， 领取《报名回执》，《报名回
执》由考生本人负责保管。

4、考生通过现场确认后，及时在网上缴
费，并在规定时间内自助打印准考证。 考生
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到指定考点考室参加考
试。 未缴费的考生报名资格无效，不能参加
考试。对考生本人违规报考缴纳的考试考务
费不办理退还手续。 对变更报考学历层次需
要补交报名考试考务费的，考生必须补交差
额部分。

5、持港澳台身份证件、华侨身份证、《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报考的考
生，由报名确认点通过现场摄像采集考生相
片信息。

6、符合条件申请免试入学的考生，一律
在市州招生考试机构确认报名信息，办理相
关报名手续，并在确认报名信息时，交验有
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填写《湖南省 2018 年
成人高校招生免试生资格审核登记表》(下
载)。 申请免试入学考生的有关证书原件等
材料经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初审，省教育考试
院审核汇总， 报省教育厅学生处审定后，再
办理有关录取手续。

7、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符合年龄条件
加分的除外)， 报名时须交验有关证件原件
及复印件，填写《湖南省 2018 年成人高校招
生照顾加分考生资格审核登记表》， 交报名
所在地的市州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报名
点审核。 报名工作结束后，不再补办照顾加
分审批手续。

8、 考生填报志愿须依据省教育考试院
统一向社会公布的 2018 年成人高校在湘招
生专业目录。 在报名阶段每个考生可以分别
填报两所学校(含专业)志愿。 所有考生的志
愿一经填定，一律不得更改。 报考“高起本”
考生，可以兼报“高起专”。 报考“专升本”的
考生，不能跨科类填报。

五、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0月 27日、28日
六、命题依据
教育部统考科目命题依据为《全国各类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2011 年
版，中国言实出版社）。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