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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程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简章 

 
 

 

 

南京工程学院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是江苏省属普通高校，是全国高

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单

位和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也是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首批试点高校和国家“CDIO 工程教

育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试点高校

之一。 

  

南京工程学院是一所以工学

为主的高等工程应用型本科院校，

学科专业涵盖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法学等。学校秉承依托机

械、电力、核工业、建筑等行业办学的优良传统，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着

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形

成了“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和校企合作、产学研相融、注重实践的应用型本

科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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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本科专业 40 个，专

业方向 90 个。学校有全日制在

校生2.53万余人，教职员工168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200 多人、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400 余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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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现有实验中心 33 个、各类实验室 157 个、校内实习（实训）基地 16 个、实

习（实训）室 76 个、校外实习基地 96 个。以现代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图

书信息中心建筑面积 3.85 万平方米，纸本图书资源 147  万册，数字资源量

20835GB。建成了覆盖校园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固定资产总值

达到 21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

值 4.15 亿元。 

学校占地面积 3000 亩（含科技

产业园区），校舍建筑面积约 80 万平

方米。生态型新校园湖光鹭影，风景

如画，四季芬芳。 

 

南京工程学院从 1989 年开始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

等应用型人才，获得了良好的办学极声誉，先后被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授予“电

力系统成人高等教育优秀学校”和江苏省教育厅授予“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评

估优良学校”称号。 

南京工程学院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招收专升本、高起本和

专科层次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学生，学校在南京、无锡、常

州、镇江、扬州、徐州、淮安、

江阴、仪征等市、以及上海、

安徽等省市设有多个教学辅导

站。 

南京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是学校开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的职能部

门，负责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教学、学籍、学生管理、学科建设和师资管理等

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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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程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情况表 

层次 专业 学习形式 报考科类 学制 备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电力系统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热能与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类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工程管理 函授 经管类   

工商管理 函授 经管类   

会计学 函授 经管类   

专 

 

升 

 

本 

市场营销 函授 经管类 

二 

 

年 

 

半 

电力市场方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本 

 

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五 

 

年 

  

工程管理 函授 文史类   

计算机信息管理 函授 文史类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函授 理工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函授 理工类   

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供用电技术 函授 理工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计算机信息管理 函授 理工类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电力市场方向 

输变电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面向农村电工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专 

 

 

 

科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二 

 

 

年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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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成为一名南京工程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 

成为一名南京工程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需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成

人高校招生统一入学考试（成人高考）,成人高考实行网上报名，现场采集照片

并确认报名信息，报名时间在每年的 8 月中下旬（详见考生户口及工作所在地

教育局招生办通知），成人高考考试时间为 10 月中旬第一个周末的两天，11 月

下旬在教育部的统一布置下进行录取。 

 

◎ 成人高考入学统考课程是什么？ 

专科考试课程为：文史类专业考语文、数学（文）和英语；理工类专业考语

文、数学（理）和英语。 

专升本考试课程为：理工类专业考高等数学（一）、英语和政治；经管类专

业考高等数学（二）、英语和政治。 

高中起点升本科考试课程为：理工类专业考语文、数学（理）、英语和理化

综合。 

 

◎ 报考南京工程学院是否能够取得学士学位证书？ 

凡报考南京工程学院专升本和本科层次的学生都有机会取得学士学位证

书。通过江苏省成人本科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者免试；

或参加国家组织的英语课程本科自学考试并成绩达 70 分及以上者免试），并符

合学位评定条件者颁发南京工程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 第二学历教育是否免试入学？ 

已获得本科学历的考生报考本、专科免试入学，已获得专科学历的考生报

考专科免试入学。 

 

◎ 考生照顾录取政策主要有哪些？ 

年满 25 周岁以上（报考当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不论报考专业还是专

升本，录取时统一照顾加 20 分，其他有关照顾政策详见考生报名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