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院校代码：13919）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招生简章 

 

一、院校简介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成立于 2005 年，是省教育厅直属、以工科为

主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与广东开放大学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的管理体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校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1+X 证书制度试点单位，同时是广东省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办公室挂靠单位。 

学校设有中山和南海两个校区。主校区坐落于中山市五桂山区，

占地 1000 余亩。学校设有人工智能学院、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学

院）、机电工程学院（标准化学院）、机器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法律与行政学院（健康产业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应用外国

语学院、乡村振兴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教学

部等教学单位。招生专业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土木建筑、财经

商贸、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文化艺术、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等

9 个大类，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工科专业为重点，投资与理财、老年服务

与管理等专业为支撑的专业布局。全日制在校生 1.27万人。学校招生

信息网：http://zs.gdpi.edu.cn 

二、招生计划 

（一）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 

教学点 教学点地址 招生类型 专业 学制 
计划

（人） 

学费 

（元/学年） 



 

 

（二）现代学徒制试点计划 

五华开

放大学 

梅州市五华

县水寨镇园

新路 17号 

高素质农

民班 
法律事务 3 30 2280 

五华开

放大学 

梅州市五华

县水寨镇园

新路 17号 

高素质农

民班 
行政管理 3 40 2280 

五华开

放大学 

梅州市五华

县水寨镇园

新路 17号 

高素质农

民班 

公共文化

服务与管

理 

3 30 2280 

湛江开

放大学 

湛江市霞山

区文明中路

3号 

普通班 电子商务 3 30 2280 

湛江开

放大学 

湛江市霞山

区文明中路

3号 

普通班 
机电一体

化技术 
3 50 2635 

阳江开

放大学 

阳江市万福

路 68号 
普通班 电子商务 3 30 2280 

云浮开

放大学 

云浮市云城

区宝马路 2

号 

普通班 行政管理 3 40 2280 

招生计划合计 250 

合作企业 专业 
 

学制 

计划

（人） 

 

学费 

（元/学年） 

广州立富德电气有限公

司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 20 6410 

珠海市众创芯慧科技有

限公司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 20 6410 

东莞市倍励达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管理 3 8 5250 

深圳市伍福康养科技有

限公司 
社会工作 3 30 5250 

珠海齐跃房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珠海市联友

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珠

海市久顺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中山市好旺房

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中

山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中山德佑房地产

市场营销 3 20 5250 



 

三、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本次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包括“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和“现代

学徒制试点”2个项目。 

1.符合《关于广东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有关事

项的通知》（粤招〔2020〕11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的高考报名条件

的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企业在职员工、

基层在岗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社会人员，以及符合条件的港澳台考

生。 

2.累计具有广东省 1 年（含）以上社保（社保统计截止时间为

2021年 8 月 31日），并与我省企业签订了有效劳动合同的外省户籍

在职员工。 

3.现代学徒制考生在办理录取手续前必须已和试点专业合作企

业签订有效劳动合同。 

4.五华开放大学教学点所属招生专班的招生对象身份类型必须

为高素质农民。 

5.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高中阶段学校的在校生、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

校在校生。 

经纪有限公司 

中山立辉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广东明业电器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荃胜

精密机械工业(中山)有

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50 6410 

招生计划合计 148 



（2）2021年在广东省或其他省（市、区）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并被录取的考生（含录取后不报到考生）。 

 

四、报名方式 

（一）报名方式及时间 

符合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报考条件的考生登录广东省高职扩招报

名及志愿填报系统（https://pg.eeagd.edu.cn/ks），根据系统指引

阅签诚信承诺书，填写注册信息、报名信息及志愿信息、联系方式、

个人简历、家庭关系等信息，获取报名号、绑定手机号，通过微信小

程序采集相片并经核对信息无误后根据实际按照要求上传相关证明

材料电子版。考生仅可填报 1 所院校 1 个专业志愿。高职扩招报名及

志愿填报工作全部在网上进行，时间为 9 月 22 日 14：00 至 9 月 27

日 14:00，逾期不再办理相关手续（报名流程详见附件）。 

（二）考生上传证明材料 

1.广东省户籍考生。上传本人身份证、户口簿、高中阶段（含普

通高中、中职、中专、职中、技校，下同）学校毕业证书原件或同等

学力证明电子版。 

2.符合条件的港澳台考生。港澳考生上传本人香港或澳门居民身

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高中阶

段学校毕业证书原件或同等学力证明电子版；台湾省籍考生上传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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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或同等学力证明电子版。 

3.外省户籍在粤工作人员。上传本人身份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证书原件或同等学力证明、本人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本人累



计在粤满 1年的参保证明电子版。参保证明时间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由考生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前往属地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办事大厅打印或在广东政务服务网上打印。 

外省户籍在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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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高职扩招专项行动

报名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负责。 

4.现代学徒制考生。符合上述 1、2、3条件之一的现代学徒制考

生还须上传与试点专业合作企业的劳动合同原件电子版或在录取前

向学校提供与试点专业合作企业的劳动合同原件校验并提交复印件。 

5.退役军人考生。符合上述 1、3 条件之一的退役军人考生还须

上传本人退役证（或复员证、退伍证）原件电子版。 

（三）四类人员考生身份类型确认 

1.退役军人指符合相关规定，退出现役的军官、士官和义务兵； 

2.下岗失业人员包括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登记失业的人员和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停工停产的下岗待岗职工； 

3.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的劳

动者； 

4.高素质农民指长期稳定以农业及关联产业为主要职业，具有

一定规模化水平，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农业生产

经营收入是主要劳动收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以上四类人员的考生身份，由考生在报名系统中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填报。 

 

五、考核要求 



（一）考核内容及方式 

本次考核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由学校自主命

题及组织实施。“文化素质”及“职业技能”考核满分值合计 100 分，

其中“文化素质”总分 40 分，“职业技能”总分 60 分。“文化素质”

考核采用笔试方式进行，“职业技能”考核根据考生报考专业采用面

试方式进行。 

（二）免文化素质考核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 4 类人员考生，

可在报名时向学校提出免文化素质考核的书面申请，经学校审核批准

后，可免予文化素质考核，但须参加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考核。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 4 类型免“文化素

质”考核的考生，其“文化素质”考核成绩按照 24 分计入考核总分

（总分 40 分）；其余考生“文化素质”考核成绩按实际考核分数计

入考核总分。 

（三）考核时间和地点 

考核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9 日。具体考核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录取原则 

（一）根据考生考核总分划定各专业最低分数线，拟录取考生的

考核总分原则上不低于考核满分值的 40%。 

（二）考生考核总分为“文化素质”成绩+“职业技能”成绩，

所有考生均按照考核总分参加排位录取。 



（三）根据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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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考核总分相同时，按“职业技能”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择优录取。 

（四）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经个人申请、学校审核批准并公示

无异议后，可免试录取。 

1.具有与所报考的专业相关的省级（含）以上行政部门主考或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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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行政部门主办的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及

以上奖项的考生。 

（五）经学校招生委员会审核的考核成绩及拟录取名单，在学校

招生信息网公示 3 天，并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 

 

七、新生注册与复查 

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缴交学费及报

到。逾期未报到者，视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对录取新生进行资格复查。新生入学资格复

查将严格核查新生报到所持的录取通知书、身份证、高中阶段毕业证

明等材料是否同考生录取名册、电子档案一致；同时采用网上核查、

与颁证单位确认等多种方式对考生报名时提供的学历文凭、户口资

料、劳动合同等各项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复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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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按规定取消录取考生入学资格后产生的空额计划不进行补

录。 

 

八、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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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生入学后原则上不得转学，不得转教学地点，不得转专

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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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毕业证书。 

 

九、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9 月 19 日前 学校公布招生简章 

9 月 22 日 14：00 至 

27 日 14：00 

符合报名资格的考生上网办理报名手续及填报志

愿，并按要求在系统中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 

9 月 22 日 14：00 至 

30 日 10：00 

学校根据考生在系统中填报的信息及上传的相关

证明材料电子版完成报考考生资格审核及复核 

9 月 30 日 处理考生报名及填报志愿遗留问题 

10 月 9 日至 10 日 学校进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 



10 月 14 日前 学校在本校招生网站公示考生考核成绩 

10 月 18 日前 
学校在广东省普通高考录取系统提交拟录取考生

信息 

10 月 18-25 日 
省招生办公室通过录取系统审核各招生院校提交

的拟录取方案，生成录取名册供招生院校下载 

10 月 26 日前 

学校完成高职扩招录取工作，在本校招生网站上公

示录取考生名单，并根据本校招生工作进程安排录

取通知书发放及报到的有关工作。 

 

十、招生咨询 

2021 年高职扩招报名咨询电话 

单位 联系方式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 020-83505073、13570520551 

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 

湛江开放大学教学点 余老师 18320291968 

阳江开放大学教学点 王老师 13926371595 

云浮开放大学教学点 周老师 13672643205 

五华开放大学教学点 邓老师 15819023821 

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程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 
吴老师 13249162610 

现代物流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肖老师 13924984363 

社会工作 

（法律与行政学院） 
卫老师 15989272472 

市场营销 

（经济管理学院） 
陈老师 1390836392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工程学院） 
熊老师 13178641818 



 

 

 

 

附件：广东省 2021 年高职扩招考生报考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