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2019 年高技能人才学历提计划 

试点招生工作招生简章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试点招生工作的通知》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第二期高

职扩招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按

要求开展 2019 年“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试点招生工作”。 

本次试点招生对象为在岗职工、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社会人员。招生专业为建筑工程技术、计算机应

用技术、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会展策划与管理、社会工作 6个专

业，共计招生计划 340 人。 

 

一、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一）招生对象 

符合《关于做好广东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

的通知》（粤招〔2018〕15 号）规定的高考报名条件的在岗职工、退

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社会人员。 

符合条件的港澳台考生以及累计具有广东省 1年（含）以上社保

并与我省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外省户籍在职员工也可报考。 

2019 年已被高校录取的考生（含录取后不报到考生）不

得报名参加第二期高职扩招专项行动。 

（二）报名基本条件 

1.具有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中职、中专、职中、技校，下同）

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的广东户籍社会人员； 



2.具有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退役证（或复员

证、退伍证）的广东户籍的退役军人； 

3.具有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本人与广东企业

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本人累计在广东满一年的参保证明（参保时间

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30日）的外省户籍社会人员。外省户籍

在广东工作人员参保情况将在考生报名结束后由省社保部门统一复

核。对于复核情况不属实的考生，取消第二期高职扩招高考报名资格，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负责。 

4.持有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

《港澳居民居住证》、具有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的

香港、澳门考生；持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台湾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

学力证明的台湾考生。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教学点 
教学地

点地址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学制 

招生计划

（人） 

学费     

（元/

学年） 

广东开

放大学

校本部 

广州市

越秀区

下塘西

路 1号 

1 
会展策划与

管理 
640301 3 50 5250 

教学点小计 50 

茂名开

放大学 

茂名市

新湖路

320号 

 

2 
建筑工程技

术 
540301 3 50 6410 

3 
计算机应用

技术 
610201 3 50 6410 

4 投资与理财 630206 3 50 5250 

5 电子商务 630801 3 50 5250 

教学点小计 200 



云浮开

放大学 

云浮市

区宝马

路 2号 

6 电子商务 630801 3 50 5250 

7 社会工作 690101 3 40 5250 

教学点小计 90 

全校合计 340 

 

三、高考报名及资格审核 

符合条件且拟报考 2019年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试点招生的

考生，须参加广东省 2019 年高职扩招高考报名后再进行院校专业志

愿填报。高考报名及志愿填报时间为 9 月 26 日 9：00 至 30 日 17：

00。考生只能报考学校 1 个教学点的 1 个专业。 

（一）高考报名 

1.领取高考考生号 

拟报名考生到市、县（市、区）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领取高

考考生号及报名系统初始密码。 

2.网上预报名 

考生凭考生号和初始密码，登录广东省高职扩招报名及志愿填报

系统（http://www.eeagd.edu.cn/pgks）填写高考报名信息，并通过

微信小程序采集相片等完成网上预报名。 

 3.现场确认报名 

考生完成网上预报名后还须持本人相关证明材料到市、县（市、

区）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办理高考报名资格审核，签名确认报名

信息等完成报名确认手续。 

（二）报考资格复核 

1.考生按要求在“报名及志愿填报系统”打印《广东省 2019 年



第二期高职扩招考生资格审核登记表》（下称“资格审核登记表”）。 

2.考生向学校提交《资格审核登记表》，户口本、身份证、学历

信息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退役军人考生还需提供的退役证明材料，外省户籍考生还需提

供外省户籍在粤务工人员参保情况及与广东省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情

况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提交学校审核。 

3.学校对考生进行报考资格复核，考生一经资格复核通过，即

完成志愿确认。 

报考资格审核时间：2019年9月26日至9月 30日 9:00至16:00，

10 月 4 日至 10月 9日 9:00 至 16：00。 

报考资格审核地点及审核专业为： 

审核地点 审核点地址 面向教学点及专业 联系方式 

广东开放 

大学 

广州市下塘西路 

1号 

广东开放大学校本部:会展策划与管理 

梁老师 

13570520551 

茂名开放大学：建筑工程与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 

云浮开放大学：社会工作、电子商务 

茂名开放 

大学 

茂名市新湖路 

320 号 

茂名开放大学：建筑工程与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 

邱老师

13326569599 

云浮开放 

大学 

云浮市区宝马路 

2号 
云浮开放大学：社会工作、电子商务 

周老师 

13672643205 

 

四、考核 

（一）考核科目 

本次考核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主要侧重于职

业技能考核（职业技能测试或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及“职

业技能”测试满分值合计 100 分，“文化素质”总分 30 分，“职业技

能”总分 70 分。拟录取考生的测试总成绩原则上不低于测试满分值



的 40%，否则不予录取。 

文化素质考试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知识、职业道德

基本要求、人际交往基本常识。文化基础考试采用笔试方式进行。考

核时间为 60分钟。 

职业技能考试根据考生报考专业，选择采用笔试、面试或技能考

核等方式进行。考核形式为笔试的，职业技能考试与文化素质考试同

卷进行测试，考核时间为 90 分钟。面试或技能考核的考核形式时间

待定。 

（二）考核时间及地点 

考核时间：2019 年 10 月 13日上午 9：00 开始 

考核地点： 

1.广东开放大学校本部（广州市下塘西路 1 号），面向专业：广

东开放大学教学点的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2.茂名开放大学（茂名市新湖路 320 号），面向专业：茂名开放

大学教学点的建筑工程与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投资与理财、电子

商务）。 

3.云浮开放大学（云浮市区宝马路 2 号），面向专业：云浮开放

大学教学点的社会工作、电子商务。 

 

五、录取 

（一）录取原则 

1.学校在招生网站上将考生考核成绩公示 3 天。 

2.学校根据考生志愿及考核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进行预

录取，录满计划为止。考生考核总成绩相同时，按职业技能考核的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学校将拟录取考生名单上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确定正式

录取名单。 

（二）免试录取 

以下情形可免试录取： 

1.取得与所报考专业大类相关的省级及以上单位主考或授权主

考的中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主考的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为 B 级）及以

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 

2.曾获得省级及以上单位组织的职业技能大赛相关奖项的考生。 

以上考生经学校核实资格完成公示后，可免试录取。 

（三）入学资格复查 

新生入学后，将对新生进行资格复查。复查后发现在报名和考核

过程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纪违规行为者，将按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 

 

六、培养方式 

（一）学校采用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实行工学交替等弹性学习形式，采取适合社会人员、方便就学、

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探索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和网上教学，实施学

分制管理改革。主要教学形式为“走读”教学（学校及教学点不安排

住宿），学生平时在岗学习，工作日晚上或者节假日在教学地点集中

上课。 

（二）第二期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录取考生，学籍管理、毕业证书

等由学校负责。学生入学后不得转学，不得转专业，不得转入其他专

项试点班或非试点班。其他专业学生或试点专业非试点班学生均不能



转入试点班学习。 

（三）第二期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录取考生在 2020 年春季入学。

学生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毕业条件和要求的，

可获得高校普通专科毕业证书。毕业生在落实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

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七、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9 月 25 日前 公布招生简章 

9 月 26-30 日 符合报名资格的考生办理高考报名手续及填报志愿 

9 月 26 日-10 月 9 日 完成报考考生资格复核 

10 月 13 日 进行入学考核 

10 月 18 日前 在学校招生网站公示考生考核成绩 

10 月 22 日前 提交拟录取考生信息 

10 月 23-25 日 办理录取备案及打印录取名册 

10 月 28 日前 在学校招生网站公示录取考生名单 

 

八、联系方式 

1.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广东开放大学招生办联系人：梁老师

020-83505073、13570520551 

2.茂名开放大学招生办联系人：邱老师  13326569599 

3. 云浮开放大学招生办联系人： 周老师 0766-8820216 

13672643205， 

 

本招生简章若与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考

试院最终公布的文件有冲突，则以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