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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话 010-8231788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计算机信息管理(502)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函授(503)计算机信息管理(504)会计电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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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院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自动化(102)通信工程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4)物流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工商管理(106)市场营销(107)会计学

(108)电子商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市场营销(502)会计(503)经济管理
(504)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505)通信工程(5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7)物流工程(508)市场营销
(509)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10)会计(511)经济管理
(512)电子商务

10019 中国农业大学 电话 010-6273259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农林经济管理
农学类 函授(103)农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2)园艺技术(503)工商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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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教育学部

专升本
艺术类 函授(101)播音与主持艺术(102)广播电视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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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商管理(502)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函授(503)工商管理(504)会计电算化

100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电话 010-6597636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 2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工商管理(102)会计学

(103)人力资源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市场营销(503)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4)会计(505)市场营销(506)人力资源管理

10046 中国音乐学院 电话 010-64876396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翔路 1号

专升本
艺术类 函授(101)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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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6 天津大学 电话 022-27401757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商管理(103)行政管理
法学类 函授(104)法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行政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2)行政管理

10057 天津科技大学 电话 022-60273077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国际经济与贸易(105)财务管理
10058 天津工业大学 电话 022-24528796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 63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服装设计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商管理(103)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服装设计与加工(502)会计
(503)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4)服装设计与加工(505)会计
(506)工商企业管理

10070 天津财经大学 电话 022-23289533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23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
理工类 函授(502)会计

10076 河北工程大学 电话 0310-8573107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南大街 178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采矿工程(102)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103)土木工程(104)水利水电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工程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计算机信息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2)煤矿开采技术(503)建筑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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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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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工程(105)水利水电工程
(106)测绘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7)工程管理
10080 河北工业大学 电话 022-26564033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 8号河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土木工程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02)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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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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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106)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市场营销(503)工商企业管理
(504)人力资源管理(505)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06)建筑工程技术(507)建筑工程管理
(508)工程造价(509)机械设计与制造

(510)机电一体化技术(511)电气自动化技术
(512)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3)计算机应用技术(514)药学

10107 石家庄铁道大学 电话 0311-87935139
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北二环东路 17 号石家庄铁道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成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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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建筑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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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工商管理(102)市场营销(103)会计学

法学类 函授(104)法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市场营销
(503)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4)会计电算化(505)市场营销
(506)工商企业管理

10142 沈阳工业大学 电话 024-25691226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南十三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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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403)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3)建筑工程技术(504)机电一体化技术

(505)计算机应用技术(506)会计电算化
(507)工商企业管理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话 0418-3350744
地址:辽宁省阜新市中华路 47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工程及自动化(102)土木工程

10149 沈阳化工大学 电话 024-89389488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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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3)化学工程与工艺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工商管理(105)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3)应用化工技术

10150 大连交通大学 电话 0411-84106364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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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交通运营管理(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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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药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药学

10183 吉林大学 电话 0431-8509526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988号吉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农业经济管理(502)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函授(503)农业经济管理(504)建筑工程技术

(505)机电一体化技术(506)会计电算化
10184 延边大学 电话 0433-2733306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 977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药学

医学类 函授(102)护理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护理(502)药学
10201 北华大学 电话 0432-64602116
地址:吉林市吉林大街 15号，北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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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5)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药学(107)工商管理(108)市场营销
(109)会计学(110)旅游管理(111)行政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2)法学
教育学类 函授(113)学前教育(114)小学教育

农学类 函授(115)林学
医学类 函授(116)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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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农业经济管理(502)会计(503)经济管理

(504)国际经济与贸易(505)市场营销
(506)旅游管理(507)行政管理(508)汉语
(509)学前教育(510)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11)林业技术(512)园林技术
(513)机械设计与制造(514)数控技术
(515)机电一体化技术(516)电气自动化技术
(517)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8)计算机应用技术(519)应用电子技术
(520)农畜特产品加工(521)护理(522)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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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对外汉语

(103)新闻学(104)历史学
理工类 函授(105)数学与应用数学(106)物理学

(107)化学(108)电子信息工程
(109)通信工程(11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1)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2)国际经济与贸易(113)金融学
(114)生物科学(115)地理科学(116)心理学
(117)财务管理(118)人力资源管理(119)旅游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0)法学(121)社会工作(122)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23)教育学(124)学前教育(125)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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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类 函授(404)国际经济与贸易

(40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6)旅游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金融保险(502)国际经济与贸易
(503)市场营销(504)旅游管理
(505)公共事务管理(506)人力资源管理
(507)语文教育(508)历史教育
(509)思想政治教育(510)初等教育
(511)学前教育(512)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13)建筑工程技术(514)机械设计与制造
(515)计算机应用技术(516)计算机信息管理
(517)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18)会计电算化
(519)行政管理(520)数学教育(521)物理教育
(522)化学教育

10216 燕山大学 电话 0335-8063717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西段 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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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107)电子商务
法学类 函授(108)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函授(502)建筑工程技术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电话 0451-88060224
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师大路 1号哈尔滨师范大学行知楼 707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商管理(103)会计学(104)人力资源管理

教育学类 函授(105)教育学(106)学前教育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商企业管理(502)行政管理
(503)语文教育(504)学前教育

10288 南京理工大学 电话 025-84311355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联合村 1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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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宁六路 219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大气科学(102)雷电防护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大气科学技术(502)防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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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中药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药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药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药学

10405 东华理工大学 电话 0794-8302006
地址:江西抚州羊城路 154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勘查技术与工程(102)资源勘查工程

(103)土木工程(104)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05)测绘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7)工程管理(108)行政管理
(109)土地资源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0)法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程造价(502)电力工程管理
(503)计算机信息管理(504)会计(505)行政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6)金属矿开采技术(507)工程测量技术
(508)建筑工程技术(509)工程造价
(510)电力工程管理(511)计算机信息管理
(512)会计(513)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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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102)飞行器动力工程

(103)飞行器制造工程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无损检测技术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电话 0797-8312517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红旗大道 67号江西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采矿工程(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3)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工程管理(105)工商管理(106)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矿山资源开发与管理

(502)建筑工程管理(503)工程造价
(504)工商企业管理(505)学前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6)矿山资源开发与管理
(507)建筑工程管理(508)工程造价
(509)工商企业管理(510)学前教育
(511)机电一体化技术

10410 江西农业大学 电话 0791-83813540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志敏大道 1101号江西农业大学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商管理(103)会计学
法学类 函授(104)法学
农学类 函授(105)农学(106)动物医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法学(402)农学(403)工商管理(404)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05)法学(406)工商管理(407)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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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504)工商企业管理

10418 赣南师范学院 电话 0797-8267703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61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新闻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3)国际经济与贸易(104)市场营销

(105)会计学(106)财务管理
(107)人力资源管理(108)旅游管理(109)物流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0)法学
教育学类 函授(111)教育学(112)学前教育(113)小学教育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园艺技术(502)工程造价(503)物业管理

(504)计算机信息管理(505)金融管理与实务
(506)会计电算化(507)经济管理
(508)国际贸易实务(509)市场营销
(510)电子商务(511)工商行政管理
(512)物流管理(513)旅游管理(514)酒店管理

(515)人力资源管理(516)汉语(517)初等教育
(518)学前教育(519)教育管理(520)法律事务

体育（文） 函授(521)体育教育
理工类 函授(522)园艺技术(523)工程造价(524)物业管理

(525)计算机信息管理(526)金融管理与实务
(527)会计电算化(528)经济管理
(529)国际贸易实务(530)市场营销
(531)电子商务(532)工商行政管理
(533)物流管理(534)旅游管理(535)酒店管理
(536)人力资源管理(537)汉语(538)数学教育
(539)初等教育(540)学前教育(541)教育管理
(542)法律事务(543)工业分析与检验
(544)机械设计与制造(545)数控技术
(546)机电一体化技术(547)计算机网络技术
(548)应用电子技术

体育（理） 函授(549)体育教育
10427 济南大学 电话 0531-89736720
地址:济南市舜耕路 13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2)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3)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商企业管理(502)学前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3)建筑工程技术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电话 0371-67789879
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140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车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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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107)工商管理(108)会计学
(109)物流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0)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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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4)土木工程

(405)工商管理(406)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经济管理
(503)市场营销(504)电子商务
(505)工商企业管理(506)物流管理
(507)酒店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8)环境艺术设计(509)建筑工程技术
(510)工程造价(511)机械设计与制造
(512)数控技术(513)机电一体化技术
(514)电气自动化技术
(515)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516)计算机应用技术
(517)服装设计(518)电子商务

1048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电话 0371-68252176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大学中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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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工商管理(105)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航空服务(502)会计电算化

(503)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4)建筑工程技术(505)机械设计与制造

10486 武汉大学 电话 027-68778629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29号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2)测绘工程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工程测量技术

10488 武汉科技大学 电话 027-51012614
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947号武汉科技大学夜大函授部 88
号信箱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冶金工程(102)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冶金技术(502)机电一体化技术

10489 长江大学 电话 0716-8067285
地址:荆州市南环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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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会计学(105)工商管理

农学类 函授(106)农学
医学类 函授(107)护理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金融管理与实务(502)语文教育

(503)会计电算化(504)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05)农业经济管理(506)模具设计与制造

(507)机电一体化技术(508)电气自动化技术
(509)建筑工程技术(510)护理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电话 027-8799218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大道特 1号 武汉工程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 东区综合楼 3楼 333室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程管理(103)工商管理(104)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建筑工程项目管理(502)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函授(503)化工设备与机械(504)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505)机电一体化技术(506)会计电算化
1049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电话 027-67883552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号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招生
与学籍管理部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采矿工程(102)石油工程

(103)资源勘查工程(104)地质工程
(105)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10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7)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9)土木工程
(110)水文与水资源工程(111)测绘工程
(112)安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3)工商管理(114)会计学(115)土地资源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6)法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普查(502)会计

(503)经济管理(504)工商企业管理
(505)工商行政管理(506)国土资源管理
(507)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08)资源勘查工程
(509)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普查
(510)水文与工程地质(511)岩土工程技术
(512)煤矿开采技术(513)石油工程技术

理工类 函授(514)工程测量技术(515)建筑工程技术
(516)机电一体化技术(517)计算机应用技术
(518)会计(519)经济管理(520)工商企业管理
(521)工商行政管理(522)国土资源管理
(523)法律事务

10496 武汉轻工大学 电话 027-83937399
地址:武汉市汉口常青花园学府南路 68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3)制药工程
(104)食品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工商管理(106)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食品营养与检测(502)会计
(503)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4)机电一体化技术(505)计算机应用技术
(506)食品营养与检测(507)会计
(508)工商企业管理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电话 027-87880058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205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材料科学与工程

(1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3)建筑学
(104)城市规划(105)土木工程
(106)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07)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8)工程管理(109)工程造价
(110)房地产经营管理(111)工商管理

10500 湖北工业大学 电话 027-59751000
地址:武汉市武昌南湖李家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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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金融学(106)房地产经营管理
(107)工商管理(108)市场营销

教育学类 函授(109)学前教育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金融学(402)学前教育
(403)房地产经营管理(404)工商管理

理工类 函授(405)金融学(406)学前教育
(407)房地产经营管理(408)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02)铁道交通运营管理(503)建筑工程管理
(504)会计(505)会计电算化(506)市场营销

理工类 函授(507)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08)铁道交通运营管理(509)建筑工程技术
(510)建筑工程管理(511)机电一体化技术
(512)电气自动化技术(513)计算机应用技术
(514)会计(515)会计电算化

10511 华中师范大学 电话 027-67867239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52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历史学

理工类 函授(103)数学与应用数学(104)物理学
(105)化学(10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8)金融学(109)保险(110)地理科学
(111)工程管理(112)工商管理
(113)会计学(114)行政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5)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16)教育学(117)学前教育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航空服务(502)国土资源调查

(503)建筑工程管理(504)金融保险(505)会计
(506)工商企业管理(507)行政管理
(508)语文教育(509)学前教育

理工类 函授(510)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11)机电一体化技术(512)计算机应用技术
(513)数学教育

10514 黄冈师范学院 电话 0713-8616611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胜利街 95号黄冈师范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3)工商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语文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2)计算机应用技术

1052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电话 0719-8245424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 167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财务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
理工类 函授(502)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0530 湘潭大学 电话 0731-58292056
地址:湘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103)新闻学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4)汉语言文学(105)英语(106)新闻学

艺术类 业余(107)艺术设计(108)动画
理工类 业余(109)采矿工程(110)采矿工程

(11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13)测控技术与仪器(114)电子信息工程
(115)通信工程(11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7)土木工程(118)给水排水工程
(119)安全工程(120)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类 函授(121)采矿工程(122)采矿工程
(12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2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25)测控技术与仪器(126)电子信息工程
(127)通信工程(12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9)土木工程(130)给水排水工程
(131)安全工程(132)化学工程与工艺

经济管理类 业余(133)经济学(134)国际经济与贸易
(135)金融学(136)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7)工商管理(138)市场营销(139)会计学
(140)人力资源管理(141)旅游管理
(142)电子商务(143)行政管理
(144)公共事业管理

经济管理类 函授(145)经济学(146)国际经济与贸易
(147)金融学(148)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49)工商管理(150)市场营销
(151)会计学(152)人力资源管理
(153)旅游管理(154)电子商务
(155)行政管理(156)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业余(157)法学
法学类 函授(158)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业余(401)工商管理(402)会计学
文史类 函授(403)工商管理(404)会计学
理工类 业余(40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6)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07)电子信息工程(40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函授(409)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南省 2015 年成人高校考试招生报名须知
一、报名时间
1、全省报名时间为 9 月 ６ 日—9 月 16 日。 其

中，9 月 ６ 日－9 月 １０ 日为户籍所在地考生网上报
名、 缴费及现场确认，9 月 11 日—9 月 16 日为所
有考生网上报名、缴费及现场确认。

2、 考生自行在网上打印准考证的时间为 10
月 15 日—25 日。

二、报名地点
报名网址 ：https://chengzhao.hneao.c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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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申请免试者到当地市(州)教育考试机构报名。
三、报名条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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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阶段毕业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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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专科毕业
证书、本科肄业证书或以上毕业证书。

5、报考成人高校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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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包括省、市州教育行政部门验印或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电子注册的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相应专
业学历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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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6、免试入学的考生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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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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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人提出申请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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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省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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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成人高校“专升本”，具体办法参见教育部《普通高

职（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和“下基层”服务
期满后接受成人本科教育招生办法（试行）》（教学
厅〔2009〕6 号文附件 2）。

7、符合报考成人运动训练单独招生考试条件
的人员。

8、符合煤炭企业优秀在职员工单独招生考试
条件的人员。

（二）在中国定居并符合上述相关报名条件的
外国侨民可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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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湖南省
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 进行网上预报
名, 如实、准确填写本人基本信息和志愿信息，签
订“诚信考试承诺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其专
科学历证书或本科肄业证书须为教育部审核注册
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委员会颁发， 必须在报名系统中提交本人学历证
书的相关信息。 弄虚作假或持非国民教育系列证
书以及其他违规报考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报考
资格，网上缴费一律不退，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3、在完成网上报名、缴费后，考生在规定时间
内到预约报名点核验本人第二代身份证、 毕业证
等有关证件原件 （报考医学类专业的考生还须按
要求携带相关执业资格证书）现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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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点通过现场摄像采集考
生相片信息； 其他考生通过二代身份证阅读器采

集考生相片信息。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在现场确认后，由报名

点或由考生自行下载打印 《报名流程表 》（打印
纸张为 A4 标准纸张）；考生在“确认报名信息和
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栏” 按要求抄录承诺内容
并签名确认，领取《报名回执》；考生自行下载打
印 《报名流程表 》的 ，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本人签
字的流程表交到报名点 ，《报名回执 》 由考生本
人妥善保管。 任何机构和个人（含招生学校及其
函授站点）不得代替考生签字。 考生签字将作为
笔迹鉴定依据， 凡与考生本人考试答卷笔迹不
一致的，将视为请人代考；未抄录承诺内容和签
字的，视为报名无效；《报名流程表》未加盖报名
点公章的，视为报名无效。

未完成缴费手续的考生，不能进行现场确认，
其报名无效，不能参加考试。因变更报考层次需要
补交考试考务费的，须在系统中交足差额部分。

4、在通过现场确认后，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
登录“报名系统”自助打印准考证。 准考证上标有
考试时间、考试科目、考点名称 、考点地址 、考室
号、座位号和身份证号等信息。考生凭准考证和身
份证到指定考点考室参加考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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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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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考试院复审，由省教育厅审定后，再办理有关
录取手续。

6、报考成人运动训练专业单独招生考试的人
员， 由招生单位组织在长沙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的
报名点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7、报考煤炭企业优秀在职员工单独录取的人
员， 教育部要求，“招生对象为在煤炭企业生产一
线工作 5 年以上，或担任区队长、班组长及技术骨
干、 或获得过县团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煤炭企业
在职员工”。考生需将所在煤炭企业推荐材料经市
州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进行资格初审，通
过后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进
行报考资格的最终审核。

8、符合照顾加分条件的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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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成人高校招生照顾加分
考生资格审核登记表》，交市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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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考生填报志愿须依据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向
社会公布的成人高校在湘招生计划和招生专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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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高中起点本科的考生，可以兼报高中
起点专科。

五、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0 月 24 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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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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