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市总工会
2019 年资助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招生简章
一、招生对象及提交材料
报名条件

准备材料
一寸照片 3 张

1-1.专升本：在大杭州工作
（包括萧山、余杭、临安、富阳等）
1-2 专科：杭州钱塘新区工作学员可报销。
2.18-45 周岁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签定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原件复印件

4.连续缴纳 6 个月以上社保

盖章的社保证明原件

5-1.专升本：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

专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学信网学历信息备案表

5-2.专科： -

-

6.工会会员

单位工会签字盖章报名表原件
（如单位未建立工会，可下载“杭工 e 家”APP
注册工会会员卡，并截图代替工会盖章。）

二、资助标准及收费标准
1.凡经市总工会报名审核通过的学员，成人高复学费 500 元全免；
2.凡经市总工会报名审核通过的学员，学校减免学费如下：理工类：900 元；经济管理
类：810 元；
3.收费标准：优惠后经济管理类 8100 元、理工类 9000 元。（分三次缴纳）
4.专升本杭州市总工会资助 7000 元，毕业后凭相关材料报销。专科杭州钱塘新区总工
会资助 5000 元，毕业后凭相关材料报销；
三、招生专业
层次

专 业

科 类

形 式

学 制

业余
或
函授

2.5 年

会计学
工商管理

经管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
升
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高起专

法学

法学类

工商企业管理

文理兼收

会计

文理兼收

电子商务

文理兼收

商务管理

文理兼收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限大杭州员
工享受学费
报销 7000 元

函授
2.5 年
业余或
函授

限杭州钱塘
新区员工享
受学费报销

计算机信息管理

文理兼收

物联网应用技术

理工类

软件技术

理工类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文理兼收

5000 元

业余是以晚上等业余时间授课为主的学习形式。
函授是以双休日+自学为主的学习形式。
无论是业余还是函授，部份课程配套视频教学，以解决因特殊原因无法到校学员的面授问题。
四、报名流程
准备材料→到校报名→下载“杭工 e 家”APP 并上传材料→工会审核同意→免费复习→
10 月下旬成人高考→12 月录取通知→2.5 年学习→领毕业证书→市总工会报销 7000 元

五、考试科目及分数线
层
次

专
升
本

专
科

考试
科类

相应专业名称

考试课程

2018 年
省分数线参考

经济管理类

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信息系统等
（二）

120 分/450 分

理工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
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 （一）
等

120 分/450 分

法学类

法学

政治、英语、民法

137 分/450 分

文史类

详见招生专业

语文、数学（文）、英
语

110 分/450 分

理工类

详见招生专业

语文、数学（理）、英
语

110 分/450 分

1.年满 25 周岁以上的人员，录取时可增加 20 分投档；
2.2018 年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专升本的同学，上浙江省最低分数线即可录取；
六、免费复习
凡经杭州市总工会报名审核通过的学员可以到学校参加免费成人高考复习。
授课形式为：晚上或双休或网络视频学习，由学员根据工作时间自主选择一种或多种。
七、各专业优势、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会计学
本专业是浙江省最早的会计学硕士点，也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的会计学硕士点之一。
本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会计学和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能力，掌握扎实的会计、审计
和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会计、审计的方法与技能。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
部门从事会计、审计实务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基础、中级财务
会计、统计学、财务管理、高级财务会计、管理成本会计、国际会计、审计学、经济学、会

计信息系统等。
工商管理
本专业为浙江省十二五新兴特色专业、校级重点建设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管理、经济、法律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
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生产与运作管理、企业战略管理、
技术经济学、计算机网络及应用、VB 程序设计、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务、会计学，网络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专业是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校级重点建设专业、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在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
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电子商务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管理及运作等方面的高级应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财务管理、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原理和技术、计算机
网络、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CRM 系统原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web 应用开发技术、XML
技术、ERP 系统原理、电子商务、案例分析、信息安全与保密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专业为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浙江省十三五优
势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
本专业培养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能在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应用、开发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离散数学、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网络，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概论、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软件工程、接口与通信、编译原理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专业为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通过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专业。
本专业注重培养具有系统地掌握力学、机械学、机械电子学、控制工程、等基础理论及
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机电一体化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及控制、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等工作
的基本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工程图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路
与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机械制造工程学、工程测试技术与信号处理、数控技术、CAD/CAM、
液压与气压传动、机电传动与控制、机电系统设计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专业为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校级重点建设专业。
本专业培养以电气自动化和电力系统自动化领域为主，能从事电气工程设备、电力系统
自动化装置、工业自动化装备、电力电子设计、计算机控制系统和网络化测控系统等方面的
产品设计开发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电路原理、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基础、电力电子技术、单
片机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网络与通信技术、现代检测技术、电力拖动与运动控制系统、楼
宇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供电技术、电力系统分析、电气工程基础、自动化仪表与过程
控制等。
电子信息工程
本专业为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防特色专业、

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电子信息系统、电子通信系统、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能力，能从事以上
相关系统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和应用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型
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线路、通信电子线路、数
字逻辑电路、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数字信号处理、EDA 技术与 VHDL 语言、信息论与编码、
通信原理、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电子测量、集成传感器与应用、单片机与智能控
制、随机信号处理等。
软件工程
本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校级重点建设专业、国家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本专业培养掌握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理论、技术和应用知识，掌握网络工程的应用技
术和实现方法，能运用所学计算机网络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计算机网络相关理论与技
术问题的高级网络应用技术专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计算科学导引、程序设计基础、电路与电子学、离散数学、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编译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组成原理、通信原理、计算机网络、计
算机网络实验、网络安全技术、网络设计与工程、Linux 网络环境、计算机网络管理、TCP/IP
协议分析、IPv6 技术、网络编程、网站开发与维护、网络仿真和模拟课程设计等。
法学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熟悉国际法，能在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法律服务部门，从事法律工作和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大学英语、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民法学、商法总论，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
法、国际私法等。
八、学历和待遇
学生修满教学计划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可获得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颁发的并为国家承认
学历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报国家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本科毕业生符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有关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毕业生享受全日制普通大学毕
业生同等待遇。 升职、加薪、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积分落户等均可使用。

九、学校地址：
文一校区：杭州市文一路 115 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实验楼 405
下沙校区：杭州下沙 2 号大街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综合楼（信达楼）219
招生咨询电话：0571-88809051

88809035

88847120

15372018091

报名交流 QQ 群：164745526

十、常见问题
1.我们单位没有工会，可以报名吗？
答：可以的。如单位未建立工会，可下载“杭工 e 家”APP 注册工会会员卡，并截图
代替工会盖章。
2.大杭州工作是指哪里？
答：大杭州是指在整个杭州工作，包括余杭、萧山、临安、富阳。

3.我是余杭区户口是否可以报名？
答：可以，余杭、萧山、临安、富阳、省内、省外户籍都可以报名。
4.成人高考怎么复习？学校有复习班吗？怎么收费？
答：你好！学校每年都会开设复习班。凡经总工会报名审核通过的学员可以到学校参
加免费成人高考复习。授课形式为：晚上或双休或网络视频学习，由学员根据工作情
况自主选择。
5.请问一下，录取后我们在哪里上课，由于工作调动是否可以转校区？
答：你好！录取后可以在我们文一校区和下沙校区上课。文一校区是我校的老校区，
地处老文教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古朴的校园，文化气息浓郁，地址为：杭州市文一
路 115 号；下沙校区坐落在高教园区，占地 1000 多亩，地址为：2 号大街 1158 号（地
铁文泽路站）。两校区之间是可以转的，比如，录取时在市区工作，选择在文一校区
上课，后因工作单位变动去下沙或大江东工作了，是可以就近到下沙校区学习的，相
反也是可以的。
6.我不太清楚怎么操作，可不可以来学校，老师帮我操作一下？
答：你好！可以来学校，由老师指导你操作。
7.在报名和准备材料过程中，有没有一个群可以交流一下？
答：大家可以加 QQ 交流群：164745526，报名表可以在群共享下载、有问题时老师会给予
解答，已经审核成功的学员，也很乐意为后来的同学传授经验、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