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学习支持服务单位：广州职工教育网从化学习中心（厚德教育）
  学历报读咨询电话：020-37501690
  报名资料提交邮箱：houdejiaoyu@yeah.net
  线上报读：微信扫一扫左侧二维码可直接报读

2021年秋成人高考教育院校及专业一览表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

高起专
经管类

酒店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函授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会计 函授2.5年

外语类 商务英语 函授2.5年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湘潭大学 专升本

文史类
汉语言文学

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函授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广告学 函授2.5年

理工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政治、外语、高数

函授2.5年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2.5年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2.5年

通信工程 函授2.5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2.5年

软件工程 函授2.5年

网络工程 函授2.5年

土木工程 函授2.5年

测绘工程 函授2.5年

食品科学与工程 函授2.5年

药学 函授2.5年

安全工程 函授2.5年

经管类

金融学

政治、外语、高数（二）

函授2.5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2.5年

工商管理 函授2.5年

市场营销 函授2.5年

会计学 函授2.5年

财务管理 函授2.5年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2.5年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2.5年

行政管理 函授2.5年

电子商务 函授2.5年

法学类 法学 政治、外语、民法 函授2.5年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私立华联学院                   高起专

文史类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业余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市场营销 业余2.5年

金融管理 业余2.5年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2.5年

理工类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业余2.5年

外语类 商务英语 业余2.5年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原广州大学松田学

院）
专升本 理工类

软件技术

政治、外语、高数

函授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电子商务 函授2.5年

市场营销 函授2.5年

行政管理 函授2.5年

大数据会计 函授2.5年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高起专

理工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工程造价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机电一体化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文科类

大数据与会计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电子商务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外语类 商务英语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业余3年

艺术类 艺术设计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业余3年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
学

高起专
理工类

建筑工程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软件技术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大数据与会计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2.5年

艺术类 艺术设计 语文、数学、英语 业余2.5年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南方医科大学
公立大学

高起专 理工类
护理

语文、数学、英语

业余2.5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药学

专起本
医学类 护理学 政治、大学英语、医学综合

理工类 药学 政治、大学英语、高数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高起专

理工类 药学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业余3年

1、班主任全程服务，安排
考前复习。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理工类 中药学

理工类 医学营养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岭南师范学院
公立大学

高起专 理工类 烹饪工艺与营养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函授3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高起专 理工类 数学教育

高起专 文史类 学前教育

语文、数学（文）、英语

高起专 文史类 语文教育

高起专 文史类 英语教育 业余3年

高起专 文史类 现代技术教育
函授3年

高起专 文史类 社会工作

专升本 理工类 财务会计教育
政治、外语、高等数学 函授3年

专升本 理工类 心理学

专升本 文史类 法学

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业余3年

专升本 文史类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文史类 社会工作

专升本 文史类 特殊教育

专升本 文史类 体育教育

专升本 文史类 小学教育

专升本 文史类 学前教育

院校 层次 科类 招生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备注

华南农业大学 专起本

文史类 工商管理

政治、外语、高等数学

业余3年

1、报名时缴纳预报名费和
成考费。
2、申请工会学历教育补助
具体以工会补贴文件为准
。

文史类 行政管理

文史类 会计学

文史类 市场营销

文史类 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类 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商务英语

政治、外语、高等数学

理工类 土木工程

理工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

理工类 工业设计

理工类 工业工程



报名须知：                                                                                                                                              

①报名时缴纳第一学年学费。

②未录取或因个人原因未参加考试，扣除399元考前辅导材料，剩余学费一次性退还。

报读资格：

1、报考高起专、高起本的考生应该是应届或往届高中、中专、职高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

2、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应该是已取得或将取得专科文凭者。

3、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4、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报考流程：

1、预报名截止至2021年8月31日；网上报名时间：9月1日-5日；现场确认时间：9月5日-10日；统一考试
时间：10月26日-27日[以上根据2019年成考时间预测]。

2、成人高考入学时间为次年3月份例如：参加2021年成人高考，入学时间为2022年3月份。

报读资料：
1、身份证、毕业证电子版；

2、手机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