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2020年成人高校招生高起专非脱产层次征集志愿招生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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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03 南昌大学                                                        4010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2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4072
有色冶金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4075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4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4078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5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4080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6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4083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7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4087 酒店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深圳市才智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8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31
建筑室内设

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7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应用科技培训学校、广州南粤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广州市

增城区职大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天天学自

考辅导中心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3220元/学年                                                                                                                                                                                                                                                                                                                                                                     

9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33
机电一体化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佛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深圳市宝安区志远
教育有限公司、深圳技师学院、深圳市福田区中教

文化培训中心、珠海树人理工培训学校、中山市东

区华泰教育培训中心、广东万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直属与委培 3220元/学年                                                                                                                                                                                                                                                                                                                                                                     

10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34
机电一体化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8

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广州应用科技

培训学校、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市工
贸技师学院、广州市增城区南华自学考试辅导培训

中心、广州市增城区职大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3220元/学年                                                                                                                                                                                                                                                                                                                                                                     

1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37
食品加工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6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

、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3220元/学年                                                                                                                                                                                                                                                                                                                                                                     

1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1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7

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应用科技培训学校、广州市海

珠区新南方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市增城区南华

自学考试辅导培训中心、广州市增城区职大教育培
训中心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1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3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

深圳市宝安区志远教育有限公司、惠州市博雅特文

化教育培训学校、惠州市惠城区联瑞培训学校、东
莞市宏扬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东莞市莞城华泰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广东万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培养 28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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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4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3

佛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

试辅导学校、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天天学自考辅导中心有限公司、深

圳市宝安区志远教育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中教

文化培训中心

直属与委培 2800元/学年                                                                                                                                                                                                                                                                                                                                                                     

15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5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5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

、广州云山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广州南粤职业技术

培训学校、广州应用科技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

新南方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市增城区南华自学

考试辅导培训中心、广州市增城区职大教育培训中
心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16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6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3

惠州市博雅特文化教育培训学校、惠州市惠城区联
瑞培训学校、东莞市宏扬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东莞

市莞城华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东莞科技进修

学院、广东万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培养 2800元/学年                                                                                                                                                                                                                                                                                                                                                                     

17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8
广告设计与

制作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4 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直属与社会 468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8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49
广告设计与

制作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5

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东莞市莞城华

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468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9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50
服装与服饰

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3

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468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20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52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9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会计培训中心
、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应用科技培训

学校、广州市增城区南华自学考试辅导培训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职大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2153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5

惠州市博雅特文化教育培训学校、佛山市南海区大

沥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

校、佛山市南海区天天学自考辅导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技师学院、东莞市莞城华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直属与委培 2800元/学年                                                                                                                                                                                                                                                                                                                                                                     

2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20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海滨校区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23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20 深圳市龙岗区真彩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25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海滨校区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5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27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深圳市龙岗区真彩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6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29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湛江市麻章区全心教育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7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32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市海珠区科普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8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34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38 海滨校区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36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3 江门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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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4140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17 深圳市龙岗区真彩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3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1 临床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6

新会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深圳市卫健能教中

心、清远市德圣健康职业技术学校有限公司、惠州

市新思维卫生教育培训中心、增城区医培教育培训
中心、阳江市东明文化培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

辅导培训中心有限公司、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

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32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2 口腔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1

新会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深圳市卫健能教中

心、南方人才职业培训学校、惠州市新思维卫生教

育培训中心、增城区医培教育培训中心、阳江市东

明文化培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辅导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33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3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0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新会

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河源市卫生学校、珠海

市卫生学校、深圳市卫健能教中心、广东省食品药
品职业技术学校、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增城区

医培教育培训中心、清远市德圣健康职业技术学校

有限公司、南方人才职业培训学校、中山市石歧广

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惠州市新思维卫生教育培训

中心、阳江市东明文化培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

辅导培训中心有限公司、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

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34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4 助产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2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新会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学

校、河源市卫生学校、珠海市卫生学校、南方人才
职业培训学校、中山市石歧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惠州市新思维卫生教育培训中心、增城区医培教

育培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辅导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35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5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9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新会

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河源市卫生学校、珠海

市卫生学校、深圳市卫健能教中心、增城区医培教

育培训中心、清远市德圣健康职业技术学校有限公

司、南方人才职业培训学校、惠州市新思维卫生教

育培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辅导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2875元/学年                                                                                                                                                                                                                                                                                                                                                                     

36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6
医学检验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3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新会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

学校、河源市卫生学校、珠海市卫生学校、深圳市
卫健能教中心、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惠

州市新思维卫生教育培训中心、增城区医培教育培

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辅导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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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2017
康复治疗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6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南

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新会区卫生成人中等专业

学校、河源市卫生学校、珠海市卫生学校、深圳市

卫健能教中心、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南方人才

职业培训学校、中山市石歧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惠州市新思维卫生教育培训中心、增城区医培教

育培训中心、揭阳市宏大卫培辅导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韶关市创博卫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2875元/学年                                                                                                                                                                                                                                                                                                                                                                     

38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2011 临床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0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湛江中医学校、茂名卫生学

校、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江门中医药学校、顺德

职业技术学院、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东

源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深圳市宝康卫生培训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蓝十字卫生教育培训中心、廉江市卫

生职业技术学校、怀集县卫生培训中心、梅州市卫

生职业技术学校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39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2012 口腔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
湛江卫生学校、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增城蓝十

字卫生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40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2013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73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湛江中医学校、茂名卫生学

校、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江门中医药学校、惠州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东源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东莞岭南培训中心、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宝康卫生培训中心、广州市增城区蓝十字

卫生教育培训中心、廉江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怀

集县卫生培训中心、梅州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清

远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4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2014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5

湛江中医学校、茂名卫生学校、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广东省东源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增城蓝十字

卫生培训中心、廉江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怀集卫

生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42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2015
医学检验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湛江卫生学校、江门中医药学校、惠州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广东省东源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增城蓝十

字卫生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43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2016
医学影像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 湛江卫生学校、增城蓝十字卫生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325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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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 中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9

东莞市南城嘉联培训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光明教育

培训中心、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双

德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增城区诚奕教育培训中心

、河源市源城区弘岐教育培训中心、惠州市惠城区

远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揭阳市诚奕教育培训

中心、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培训学校、 梅州市梅江

区一帆教育培训中心、 清远市清城区明睿教育培训

中心、 汕头中医药技工学校、韶关市大众教育培训

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深源教育培训中心、阳江市

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湛江中医学校、 肇庆市

端州区晖睿教育培训中心、 中山市石岐海博教育培

训中心、珠海市东剑文化卫生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3640元/学年                                                                                                                                                                                                                                                                                                                                                                     

45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3 针灸推拿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

东莞市南城嘉联培训中心、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增城区诚

奕教育培训中心、惠州市惠城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
、揭阳市诚奕教育培训中心、 梅州市梅江区一帆

教育培训中心、 汕头中医药技工学校、韶关市大

众教育培训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深源教育培训中

心、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湛江中医学

校、 肇庆市端州区晖睿教育培训中心、 中山市石

岐海博教育培训中心、珠海市东剑文化卫生培训学

校

社会招生 3640元/学年                                                                                                                                                                                                                                                                                                                                                                     

46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4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8

东莞市南城嘉联培训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光明教

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诚奕教育培训中心、河源市源城区弘

岐教育培训中心、惠州市惠城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
、惠州市惠城区远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揭阳

市诚奕教育培训中心、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培训学

校、 梅州市梅江区一帆教育培训中心、 清远市清

城区明睿教育培训中心、韶关市大众教育培训学校

、  深圳市宝安区深源教育培训中心、台山市敬修

职业技术学校、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

湛江中医学校、 肇庆市端州区晖睿教育培训中心

、 中山市石岐海博教育培训中心、珠海市东剑文
化卫生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364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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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5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东莞市南城嘉联培训中心、 佛

山市禅城区光明教育培训中心、广东省新兴中药学

校、 广州市番禺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增

城区诚奕教育培训中心、河源市源城区弘岐教育培
训中心、惠州市惠城区远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揭阳市诚奕教育培训中心、 梅州市梅江区一帆

教育培训中心、 清远市清城区明睿教育培训中心

、韶关市大众教育培训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深源

教育培训中心、台山市敬修职业技术学校、阳江市

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 肇庆市端州区晖睿教

育培训中心、 中山市石岐海博教育培训中心、珠

海市东剑文化卫生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3640元/学年                                                                                                                                                                                                                                                                                                                                                                     

48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6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东莞市南城嘉联培训中心、 佛

山市禅城区光明教育培训中心、广东省新兴中药学

校、 广州市番禺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增

城区诚奕教育培训中心、河源市源城区弘岐教育培
训中心、惠州市惠城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揭阳市

诚奕教育培训中心、 梅州市梅江区一帆教育培训

中心、 清远市清城区明睿教育培训中心、 汕头中

医药技工学校、韶关市大众教育培训学校、  深圳

市宝安区深源教育培训中心、台山市敬修职业技术

学校、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湛江中医

学校、 肇庆市端州区晖睿教育培训中心、 中山市

石岐海博教育培训中心、珠海市东剑文化卫生培训
学校

社会招生 3640元/学年                                                                                                                                                                                                                                                                                                                                                                     

49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7
医学美容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

广州市番禺区双德教育培训中心、韶关市大众教育

培训学校、湛江中医学校
社会招生 3640元/学年                                                                                                                                                                                                                                                                                                                                                                     

50 10580 肇庆学院                                                        4123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东江南理工培训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51 10580 肇庆学院                                                        4124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东万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52 10580 肇庆学院                                                        4144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4 东莞市卫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53 10580 肇庆学院                                                        4156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深圳市龙华区瑞朗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54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47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佛冈县金博士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55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48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56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49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57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51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深圳市大百科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58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52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佛冈县金博士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59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54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0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60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55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61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057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深圳市达闻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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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4011
服装设计与

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3200元/学年                                                                                                                                                                                                                                                                                                                                                                     

63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1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佛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顺德凤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俊华

培训中心、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佛山市顺德

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珠

海市金湾区新发展培训中心、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

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现代人才培训中心、佛

山开放大学、佛山市顺德区华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肇庆市四会市正德教育培训中心、东莞

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中心、
江门集德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咏拓

教育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佛山

市三水区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广州南粤职

业技术培训学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社会招生 2990元/学年                                                                                                                                                                                                                                                                                                                                                                     

64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9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65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02 建筑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

心、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66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07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清远市锦绣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顺德凤厨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

俊华培训中心、中山市石岐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

培训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佛山市

顺德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珠海市金湾区新发展培训中心、江门市技师学院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

现代人才培训中心、佛山开放大学、佛山市顺德区

华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肇庆市技师学院

、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肇庆市四会市

正德教育培训中心、东莞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惠

州市柏泰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

中心、江门集德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
区咏拓教育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珠海

市香洲区金税财税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67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09
电气自动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佛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肇庆市技师学院、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

心、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第 7 页，共 22 页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序号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

式
科类 科目组 计划数 授课地点 招生范围 收费标准

专业  
说明

68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15
应用化工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清远市锦绣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

学校、肇庆市四会市正德教育培训中心、阳江市阳

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
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69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18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广

州市海珠区俊华培训中心、中山市石岐广教医药教

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顺德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佛山市顺德区华刊教育信息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
心、东莞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惠州市柏泰自学考

试辅导中心、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中心、江门集德

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咏拓教育培训

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珠海市香洲区

金税财税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70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23 药学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清远市锦绣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顺德凤厨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

俊华培训中心、中山市石岐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

培训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佛山市
顺德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珠海市金湾区新发展培训中心、江门市技师学院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

现代人才培训中心、佛山开放大学、佛山市顺德区

华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肇庆市技师学院

、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肇庆市四会市

正德教育培训中心、东莞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惠

州市柏泰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
中心、江门集德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

区咏拓教育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珠海

市香洲区金税财税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社会招生 299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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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26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清远市锦绣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顺德凤厨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

俊华培训中心、中山市石岐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

培训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佛山市
顺德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珠海市金湾区新发展培训中心、江门市技师学院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

现代人才培训中心、佛山开放大学、佛山市顺德区

华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肇庆市技师学院

、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肇庆市四会市

正德教育培训中心、东莞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惠

州市柏泰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
中心、江门集德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

区咏拓教育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珠海

市香洲区金税财税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72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28
国际经济与

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73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30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清远市锦绣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顺德凤厨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

俊华培训中心、中山市石岐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

培训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佛山市

顺德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珠海市金湾区新发展培训中心、江门市技师学院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

现代人才培训中心、佛山开放大学、佛山市顺德区

华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肇庆市技师学院

、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肇庆市四会市

正德教育培训中心、东莞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惠

州市柏泰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

中心、江门集德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
区咏拓教育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珠海

市香洲区金税财税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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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34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清远市锦绣教育培训中心、佛

山市华粤自学考试辅导学校、顺德凤厨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湛江市志诚教育培训学校、广州市海珠区

俊华培训中心、中山市石岐广教医药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茂名市南州卫生教育

培训学校、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佛山市
顺德区南洋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珠海市金湾区新发展培训中心、江门市技师学院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佛山市南海区

现代人才培训中心、佛山开放大学、佛山市顺德区

华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肇庆市技师学院

、阳江市阳东区东明文化培训中心、肇庆市四会市

正德教育培训中心、东莞市誉厨职业培训学校、惠

州市柏泰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揭阳市诚奕教育教训
中心、江门集德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

区咏拓教育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华区粤师培训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晖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珠海

市香洲区金税财税培训中心、广州南粤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75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017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8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76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044
食品营养与

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8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77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054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78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066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东莞市电子计算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79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129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80 1086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001
道路桥梁工

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8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03 供用电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惠州市岭南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2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07 建筑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市天河区成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3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10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市天河区成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4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17
给排水工程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珠海市建设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5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0
水利水电建

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市天河区成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6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2
水利水电建

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珠海市建设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7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3
电气自动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茂名市博学教育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88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5
电气自动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6 珠海市建设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第 10 页，共 22 页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序号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

式
科类 科目组 计划数 授课地点 招生范围 收费标准

专业  
说明

89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6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7 惠州市岭南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0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7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茂名市博学教育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28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清远市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2 11078 广州大学                                                        2118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3 桂花岗校区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93 11078 广州大学                                                        2128
计算机应用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4 桂花岗校区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94 11078 广州大学                                                        2136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3 桂花岗校区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5 11078 广州大学                                                        2146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3 桂花岗校区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6 11078 广州大学                                                        2149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2 桂花岗校区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7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4009 法律事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63 广东警官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8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2009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99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2011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00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2014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2020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02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2024 行政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03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2001
新能源汽车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私立华联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04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2011
计算机应用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私立华联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05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2026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 私立华联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06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2038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1 私立华联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07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2040
人力资源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私立华联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08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4004
服装设计与

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3 私立华联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09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4032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东大企业策划培训学校 直属与社会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10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4033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东大企业策划培训学校 直属与社会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1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61 应用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12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4058
食品营养与

检测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1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4105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7 茂名市文理教育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14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4117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97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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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2229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46

广州市中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广州市从化区德立

职业培训学校、广东工业大学东风路校区、广州市

黄埔区广播电视大学、广州市增城区知力教育培训

中心

社会招生 2500元/学年                                                                                                                                                                                                                                                                                                                                                                     

116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4190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59 广东工业大学东风路校区 社会招生 2875元/学年                                                                                                                                                                                                                                                                                                                                                                     

117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150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10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本部、广州市越秀区广欣外经

贸培训中心、广州市海珠区德邦艺术培训中心、广

州联交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广州应用科技培训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百海教育培训学校、广州市花都区

英朗培训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大牛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维多利亚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875元/学年                                                                                                                                                                                                                                                                                                                                                                     

118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广东暨教财经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百分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深圳爱华人才培训中心、广州市海珠区兴

粤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奥鹏远程教育
中心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惠州

市惠城区邦元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

会计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

市番禺区石碁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南沙区

东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电子商务技工学校、北京猎

学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百海教育培训学校
、广州市康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俊

华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

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19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011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广东暨教财经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百分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深圳爱华人才培训中心、广州市海珠区兴

粤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奥鹏远程教育
中心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惠州

市惠城区邦元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

会计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

市番禺区石碁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南沙区

东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电子商务技工学校、北京猎

学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百海教育培训学校
、广州市康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俊

华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

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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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012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广东暨教财经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百分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深圳爱华人才培训中心、广州市海珠区兴

粤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奥鹏远程教育
中心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惠州

市惠城区邦元教育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陈文卫

会计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

市番禺区石碁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南沙区

东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广州市电子商务技工学校、北京猎

学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百海教育培训学校
、广州市康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俊

华培训中心、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

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2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093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22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140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23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155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24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4019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1 佛山市南海区文通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25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4022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8 佛山市南海区文通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26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4023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6 佛山市南海区文通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27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4024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4 佛山市南海区文通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按物价部门核定

标准执行                                                                                                          
                                                                                                                                                                                                                                                

128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2017
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90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29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062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30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081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3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02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1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32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11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1 佛山市南海区英品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33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20
应用化工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 广州联交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34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32
服装设计与

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佛山市南海区英品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35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47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1 佛山市南海区英品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36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66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3 佛山市南海区英品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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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79
连锁经营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38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84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佛山市南海区英品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39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93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1 佛山市南海区英品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40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095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佛山市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4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4012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142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2081
广告设计与

制作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5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468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43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2099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5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44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4001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0 广东省精英职业培训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45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2023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46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动漫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47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2025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48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01 园林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49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04
建筑智能化

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50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05 物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5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07
模具设计与

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52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09
电气自动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53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14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54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16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55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17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7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56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20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57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21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58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22
烹调工艺与

营养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59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26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60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27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000元/学年                                                                                                                                                                                                                                                                                                                                                                     

16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4032 体育教育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直属与社会 2300元/学年                                                                                                                                                                                                                                                                                                                                                                     

162 13707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2001 舞蹈表演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468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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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03
机电一体化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5

德立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科艺自学考试辅导学校、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64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04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德立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65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06
计算机应用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7

德立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科艺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66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08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3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德立职业培训学校、广

东科艺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67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10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40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德立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科艺自学考试辅导

学校、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68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11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4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德立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69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15
烹调工艺与

营养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4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70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18
服装与服饰

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39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7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2019
环境艺术设

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广东科艺自学考试辅导

学校
社会招生 39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72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4005
应用化工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73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4007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174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4014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175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2136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69
广州工商学院、广州中兰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

州本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弘兆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76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2137
环境艺术设

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25

广州工商学院、广州中兰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

州本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弘兆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77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2138 表演艺术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9
广州工商学院、广州中兰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

州本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弘兆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178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2139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10
广州工商学院、广州中兰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

州本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弘兆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79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058
汽车电子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6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0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062
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074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0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078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084
动漫制作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4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093 金融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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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01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0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6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04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佛山弘兆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7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08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2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8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09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6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89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17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3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90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25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8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9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32 物流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9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33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9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4145
人力资源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工商学院 社会招生 6000元/学年                                                                                                                                                                                                                                                                                                                                                                     

194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152
人力资源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3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500元/学年                                                                                                                                                                                                                                                                                                                                                                     

195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05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77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端州校区 社会招生 2990元/学年                                                                                                                                                                                                                                                                                                                                                                     

196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4001

建筑室内设

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4260元/学年                                                                                                                                                                                                                                                                                                                                                                     

197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4002

建筑工程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4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4260元/学年                                                                                                                                                                                                                                                                                                                                                                     

198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4004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4260元/学年                                                                                                                                                                                                                                                                                                                                                                     

199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4007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4260元/学年                                                                                                                                                                                                                                                                                                                                                                     

200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01
电力系统自

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02
建筑工程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2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03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3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04 工程造价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4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08
计算机网络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5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0
动漫制作技

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6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1
动漫制作技

术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7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4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8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5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09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7
国际经济与

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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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8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1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9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12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13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21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14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22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215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28
环境艺术设

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30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216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2008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8

广州侨光财经专修学院、广州市中科自学考试辅导

中心、广州市诺信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和

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兴粤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深圳市商业培训中心、广州市海珠区卓佛教

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17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2013
人力资源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3

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州侨光财经专

修学院、广州市中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广州市诺

信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区诚奕教育

培训中心、广州和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兴粤

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18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03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19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04 物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20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06
机电一体化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2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商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7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22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01
机电设备维
修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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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02
机电一体化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24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03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25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07
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4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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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08
计算机应用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3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27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6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28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11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东方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立人教育培训中心、

东莞市莞城时代华亚培训中心、广州市白云工商技
师学院、深圳市龙华区金博士培训中心、广东省高

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佛山

市桂城技工学校、肇庆技师学院、浩博教育、广东

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交通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国防工

业职工大学、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广州城市技工

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
术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29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04 畜牧兽医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佛山市南海区百花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0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05 畜牧兽医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广州市博弘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07
建筑工程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佛山市南海区百花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2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08
建筑工程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市博弘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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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10
建筑工程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市增城区现代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4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13 物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市博弘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5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21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6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24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0 广东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社会招生 2640元/学年                                                                                                                                                                                                                                                                                                                                                                     

237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31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5 东莞塘厦新博雅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38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33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市博弘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39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35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4 广州市增城区现代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40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51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3 广州市博弘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4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52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市增城区现代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42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2017
计算机网络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3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06
电气自动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4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16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5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19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汕头市龙湖区锐智教育培训中心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6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20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7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27
动漫制作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8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28
动漫制作技

术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49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39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50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40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5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44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市侨大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52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47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8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53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048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3 肇庆市技师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54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2020
产品艺术设

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委托培养 44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255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2024
服装与服饰

设计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4400元/学年                                                                                                                     

加试成

绩合格                                                                                                                                                         

256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4001
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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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4008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6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58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2048
广告设计与

制作
业余 艺术类 301组 3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加试成

绩合格                                                                                                                                                         

259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01
建筑室内设

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2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总学费9000元                                                                                                                                                                                                                                                                                                                                                                    

260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02
建筑室内设

计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3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总学费9000元                                                                                                                                                                                                                                                                                                                                                                    

26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04
建筑工程技

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总学费9000元                                                                                                                                                                                                                                                                                                                                                                    

262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10
机电一体化

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总学费9000元                                                                                                                                                                                                                                                                                                                                                                    

263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13
药品经营与

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264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30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2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265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34
工商企业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65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266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35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267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45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268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4051
人力资源管

理
函授 文史类 301组 1 广州远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招生 总学费8400元                                                                                                                                                                                                                                                                                                                                                                    

269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001
环境监测与

控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组 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社会招生 2645元/学年                                                                                                                                                                                                                                                                                                                                                                     

270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01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7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梅州市卫生职业技

术学校、韶关市浈江区韶大弘毅培训中心、海丰县

方维成人教育学习中心

社会招生 2860元/学年                                                                                                                                                                                                                                                                                                                                                                     

27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2002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茂名市南州卫生培训学校

、深圳市金博士培训中心、徐闻县现代文化培训中

心、阳江市职业培训中心、阳江市凯园教育培训中

心、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东莞市华泰教育培训中

心、肇庆市成贤卫生职业培训学校

社会招生 2990元/学年                                                                                                                                                                                                                                                                                                                                                                     

272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01
机械设计与

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65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3100元/学年                                                                                                                                                                                                                                                                                                                                                                     

273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03
电气自动化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3100元/学年                                                                                                                                                                                                                                                                                                                                                                     

274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05
计算机应用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27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3100元/学年                                                                                                                                                                                                                                                                                                                                                                     

275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06
计算机信息

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1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3100元/学年                                                                                                                                                                                                                                                                                                                                                                     

276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09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77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10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90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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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13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4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79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14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65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80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17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7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8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18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88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82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21 行政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51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83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2022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72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800元/学年                                                                                                                                                                                                                                                                                                                                                                     

284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2005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茂名开放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85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2014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茂名开放大学、东莞开放大学、中山开放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86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02
计算机网络

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11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600元/学年                                                                                                                                                                                                                                                                                                                                                                     

287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03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7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88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05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22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89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07
工商企业管

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25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0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09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18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11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组 1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2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12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99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3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13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27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4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15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类 301组 53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5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2017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38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招生 2300元/学年                                                                                                                                                                                                                                                                                                                                                                     

296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2013 社会工作 业余 文史类 301组 1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校本部 社会招生 2500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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