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学院 2022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邵阳学院创建于 1958 年（医学类专业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06 年），由邵阳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和邵阳高等专科学校 2002年合并升本而成，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6年

并入。60 余年来，为社会培养了 20 多万名各类人才；是湖南省“双一流”高水平应用

特色学院，具有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学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卓越医

生教育培养试点项目单位。 

学校座落在国家卫生城市、湘西南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邵阳市。这片人文底蕴

丰厚的沃土培育了思想家魏源、革命家蔡锷、史学家吕振羽和音乐家贺绿汀。学校现有

李子园、七里坪、西湖、江北四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 163.10 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

美，景色秀丽，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是湖南省“花园式单位”。 

学校拥有 21 个教学学院，有“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机械、生物与医

药专业硕士学位类别；有直属附属医院 2所，协作型附属医院 1所，教学医院 3所；53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管理学、艺术学 11 大学科门类，其中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3 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

点 28个；面向 3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全日制在校学生 26966人，成人高等教育

学生 12990人。 

学校现有教职工 4324 人，其中正高职称（含教授、主任医师等）216 人，副高职称

（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等）747人；博士 553人（含在读）。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芙

蓉学者、省专家、省级教学名师、省“121 人才工程”专家、湖湘青年英才等 116 人。

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为名誉校长、兼职教授，常年聘请多名外籍教师。近年

来，学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243 项；获各级

教学、科研成果奖 207 项。 

学校秉承“立德树人，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践行“明德、求真、共生、超越”

的校训，弘扬“共生共荣、唯实唯新”的校风、“明德明理、笃学笃行”的学风和“修

德修身、敬业精业”的教风，为湖南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声誉。先后被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湖南省文明单位、湖南省普通高校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综治工作优秀单位、湖南

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先进单位、湖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

单位等。 

 



二、招生专业一览 

层次 招生类别 招生专业 学制 学习形式 招生统考科目 学费标准* 招生省份 

专 

升 

本 

高 

起 

本 

专 

科 

法学类 法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民法 2100 湖南 

教育学类 体育教育 2.5 函授 政治、英语、教育理论 2200 湖南、海南 

文史类 

汉语言文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100 湖南、海南 

英语 2.5 业余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100 湖南 

经管类 

金融工程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二 2200 湖南 

管理科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二 2200 湖南 

会计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二 2200 湖南 

药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二 3200 湖南、海南 

理工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海南 

食品质量与安全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海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海南 

通信工程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海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海南 

土木工程 2.5 函授 政治、英语、高数一 2200 湖南 

医学类 

临床医学 2.5 业余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3200 湖南 

医学检验技术 2.5 业余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3200 湖南 

护理学 2.5 函授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3200 湖南、海南 

艺术类 

音乐学 2.5 业余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3800 湖南 

美术学 2.5 业余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3800 湖南 

理工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理 化 
2200 湖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理 化 
2200 湖南 

医药类 

(理) 

药学 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理 化 
3200 湖南、海南 

护理学 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理 化 
3200 湖南、海南 

理科 

建筑工程技术 2.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2200 湖南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2200 湖南 

大数据与会计 2.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2200 湖南 



层次 招生类别 招生专业 学制 学习形式 招生统考科目 学费标准* 招生省份 

医药类 

(理) 

临床医学 2.5 业余 语文、英语、数学(理) 3200 湖南 

护理 2.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3200 湖南、海南 

药学 2.5 函授 语文、英语、数学(理) 3200 湖南、海南 

*本表为湖南省成人教育学费标准，其他省份成人教育学费按相关省份学费标准执行。 

三、报考须知 

1.全省成人高校招生实施网上报名、网上确认，由考生本人在手机端 APP或微信小

程序在线注册、报名、上传资料、缴费，报名确认点工作人员通过管理端在线对考生提

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认。 

2.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实行秋季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今年统考考试时间为 10 月

下旬。 

3.报考医学类专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临床医学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

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相应专业学

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

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四、录取办法及毕业待遇 

今年的成人高考将于 11 月中旬后公布成绩；成绩及分数线公布后，上线考生必须

于 15日内与我校继续教育学院联系；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 

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后，发给录取通知书，被录取的新生按我院通知规定办理报到

注册手续。根据教育部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要求，专升本录取考生在新生入学时无专

科学历或专科学历属非国民教育系列毕业证书，将不能办理学籍注册，学校将取消其入

学资格。 

凡正式录取并取得学籍的学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颁发由

教育部统一学历电子注册的本、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 

学位外语考试合格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可向学校申请授予学士学位，还可报考硕士研

究生。 

成人高等教育医学类毕业证书不能作为参加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考试的依据，可用

于晋级、评定职称。 



五、招生联络点 

学校根据上级政策要求和招生培养工作需要，在湖南、海南等省设立了若干招生联

络点（校外函授教学站点），详见我院网站公告。 

六、特别提醒 

根据上级要求，我校成教学生学杂费须全额上缴学校财务，请所有上线考生根据学

校缴费通知要求直接向我校财务缴纳学杂费；私自向校外函授教学站点缴费造成损失责

任自负。 

联系地址：邵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第二

办公楼二楼） 

邮编：422000 

电话：（0739）5433362 

网址：http://www1.hnsyu.net/a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