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一校区
2018 年技能特色班招生简章
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简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市，是一所电子信息特色突出，经管学科优
势明显，工、理、经、管、文、法、教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是浙江省第一
批重点建设的高校。学校建有下沙、文一、东岳、下沙东及青山湖等五个校区，占地面积
2500 余亩，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28000 余人，教职工 2200 余人。下设 20
个学院及教学单位，举办 1 所独立学院。学校拥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来华留学生教
育、继续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现有 58 个本科专业，拥有 2 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6 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7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
个国防特色重点专业，是省属高校中唯一拥有国防特色重点专业的高校，4 个专业通过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设有 6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8 个一级学科硕
士授权点，54 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9 个领域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拥有会计硕士
专业学位（MPAcc）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MV）、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和应
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及同等学力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具有硕士推免权和雅
思考点。拥有 4 个国防特色学科、2 个浙江省重中之重一级学科、2 个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
4 个浙江省一流学科（A 类）
、7 个浙江省一流学科（B 类）、1 个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19 个浙江省重点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发展成为浙江省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办学规模、水平、质量和效益等各项
指标均位于浙江省属高校前列。

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简介
继续教育学院座落于市中心文一校区，这里风景优美，交通方便，办学条件优良，占地
面积 150 余亩。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原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始于 1980 年， 1985
年成立成人教育处，1993 成立成人教育学院，2012 年成人教育学院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
同年成立继续教育管理处（2016 年改为继续教育管理中心）。学院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依
托学校雄厚的师资和办学资源， 秉承“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弘扬“笃学力
行、守正求新”的校训精神，继续教育办学规模不断发展。学院现有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夜
大、函授）
、继续教育培训等多种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包括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和

高中起点专科教育。现开设有 45 个成人高等教育专业，在省内有 19 个函授站（教学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校的成人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有着较高的教学质量和良好
的社会声誉。 在 1996 年下半年原国家教委组织的函授、夜大学教育评估中，继续教育学院
的函授和夜大一起被评为优秀，成为浙江省仅有两所获得“双优”的高校之一。

三、合作办学单位杭州前进专修学校简介
该校由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举办，创办于 1980 年 10 月，由杭州市教委（原名称）批准
建立。曾多次被农工民主党中央表彰为“社会力量办学全国先进学校”
，连续两年被杭州市
教育局评为“浙江省优质民办学校”
。杭州前进专修学校是一所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性学
校，并积极与企业广泛合作，现已建立杭州银泰城、杭州百草味、聚落 5 号文创园、聚落西
溪文创园等就业实训实习基地。

四、办学特色：
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杭州市中心文教学区，交通便利，距离浙江图书馆、西湖风景区不足五
公里。校区周边有杭州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所。相应生活
配套设施丰富：物美大卖场、世纪联华大超市、翠苑电影大世界等。
教学资源丰富：学院注重教学质量管理，依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充裕的教学资源和社会名师
资源，教学成果突出。
校园文化丰富：学院设有党团组织、学生会、各类学生社团，让学生切身感受高校的校园文
化氛围，展现大学生的风采，注重学生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帮助广大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学生管理严谨：学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平安的校园建设和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按
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生手册》严格管理，实行班主任、生活辅导员学习生
活两手抓，确保学生学习生活稳定有序。
五、专业培养目标、主要课程设置、技能证书及学费
专业

工商企业管理

学前教育

培养目标

主要课程介绍

技能证书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
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管理、经济
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能从事
工商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应用型
人才

管理学原理、基础会
计、市场营销学、国际
贸易概论、企业战略管
理、运作管理、电子商
务及应用、人力资源管
理概论、管理信息系统
等

计算机等级证、
JAVA 程序设计
工程师、物联网
技术工程师、电
子商务工程师、
人力资源师

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具备学前教育
专业知识，能在托幼机构从事保

教育学、心理学、普通 普 通 话 等 级 证
心理学、教育概论、教 书、教师资格证

技能培训费

13800 元

〔定向特色班〕 教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学前教育
行政人员以及其他有关机构的教
学、研究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
学习学前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受到幼儿教育技能的
基本训练，具有在托幼机构进行
保育、教育和研究的基本能力。

电子商务

计算机信息管
理〔装潢设计方

育统计与测量、中国教 书、心理咨询师
育史、外国教育史、教 证书
育社会学、琴法、声乐
舞蹈、美术等

计算机等级证、
JAVA 程序设计
工程师、物联网
技术工程师、电
子商务工程师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计算机、
信息管理、商务运作等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能从事电子商务分析、
设计、运用工作和企业电子商务
系统的建设、管理工作的应用型
人才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市
场营销学、电子商务概
论、电子商务案例分
析、电子商务技术、电
子支付与风险管理、数
据库原理与技术等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基础
理论与应用技能，熟练应用室内
设计、装潢软件、具有创新设计
能力的应用人才。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等级证、
数据结构、AUTOCAD、 JAVA 程序设计
工程师、计算机
室内设计
辅助设计工程
师、物联网技术
工程师、电子商
务工程师、平面
设计工程师、

向〕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等级证、
数据结构、广告学概 JAVA 程序设计
理论与应用技能，熟练应用设计， 论、广告设计与创意
工程师、计算机
辅助设计工程
具有创新设计能力的应用人才。
师、物联网技术
工程师、电子商
务工程师、平面
设计工程师、

13800 元

13800 元

13800 元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基础
计算机信息管
理〔平面设计方
向〕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

13800 元

会计学基础、财务会 计算机等级证

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会计学、 计、税法与纳税实务、 会 计 从 业 资 格
会 计

经济、管理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

管理成本会计、财经法 证实操会计师

和能力，掌握会计、审计、理财

规、财务管理、出纳实

的专门方法，能独立进行会计核

务、预算会计、会计信

算和业务处理的应用型人才

息系统、审计学等

计算机信息管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

JAVA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等级证、

理

设和社会发展需要，能熟练地运

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 JAVA程序设计

13800 元

用计算机系统进行信息处理和具

及应用、运作管理、数 工程师、计算机 13800元

有较高的经济管理素质，熟悉计

据 库 原 理 及 技 术 、 辅助设计工程

算机系统常用软件工具，能在工

WEB应用开发技术、 师、物联网技术

商单位、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

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管 工程师、电子商

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

理学、电子商务及应 务工程师、平面

分析和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

用、ERP系统原理及应 设计工程师、

人才

用等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

全面发展的，具有市场营销、企

管理学原理、现代物流 计算机等级证、
物联网技术工
管理、管理运筹学、物 程师、电子商务
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 工程师

业管理、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等

商务及应用、仓储管理

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

与库存控制、运输组织

够从事物流实际工作且具有相关

与管理、物流技术、物

学科知识和一定的物流实际操作

流配送与管理等

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

物流管理

13800元

能力；掌握现代物流技术与物流
管理的方法和技巧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

管理学原理、国际贸易 计算机等级证、

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管理管

概论、市场营销学、公 物 联 网 技 术 工

理、经济、法律、市场营销等方

共关系学、营销实务、 程师、电子商务

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

客户关系管理、电子商 工程师

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市场营销与

务及应用、网络营销经

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应用型人才

济法等

市场营销

六、报名条件：
（一）报名的学生已取得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毕业证书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同
等学历者必须年满 18 周岁，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
（二）外省籍学生需提供居住证；
（三）学生必须身心健康，符合国家关于高校学生的体检标准或要求，如隐瞒病史后果自负。

13800元

七、报名办法：
（一）报名须持：
1、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高中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外省籍学生需提供居住证原件；
2、一寸正面免冠(彩色浅蓝底)照片 6 张。另交电子版照片，照片采集图像大小为 199×144
（高×宽）
，文件格式要求：图像文件命名为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JPG（68KB 左右）。
（二）填写入学登记表和《入学须知确认书》等。
（三）特别说明：
1、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被我校或省内其他高校录取后，可获得录取学校
成人高等教育专科学籍。
2、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台新政策，按照上级新政策执
行。
八、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
88809165、88809086

联系人
曾老师、孙老师

电教楼313办公室
招生网站：http://adultedu.hdu.edu.cn/

九、学习和住宿地点：
学习地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一校区内
实训地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一校区内、前进教育下属幼儿园、城西银泰城、聚落西溪文
创园等。
住宿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双荡弄 108 号（莫干山路与文一路交叉口）
十、收费标准与缴费方式：
1、技能培训费：13800 元∕人·学年；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收取。
2、代管费：800 元∕人·学年（仅限于教材费开支，学生离校前结算，多退少补)，由合作
办学单位杭州前进专修学校收取。
3、住宿费：4500 元∕人·年，4- 6 人∕间，配有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水电费用自
理）
。住宿费、水电费由合作办学单位杭州前进专修学校收取。
4、其他费用：考证费、保险费、军训服装费、体检费、床上用品费等由学生自理，届时按
学生自愿原则由合作办学单位杭州前进专修学校收取。
5、参加成人高考被相应高校录取的学生，成人学历教育学费由录取学校另行收取。

十二、交通指南
客运中心： 乘B支4到白荡海（电子科大）站下车
汽车西站：

乘70路到白荡海（电子科大）站下车

汽车北站：

乘15路到白荡海（电子科大）站下车

汽车南站：

乘44路到朝晖五区转19路到白荡海（电子科大）站下车

城站火车站：乘188路到打索桥站，转15路到白荡海（电子科大）站下车
火车东站： 乘43路到白荡海（电子科大）站下车
十三、印刷时间：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