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地质大学 2018 年成人高等教育 

招 生 简 章 

一、学校简介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庄经济学院）创办于 1953 年，是原地质部直属五大

院校之一，是国土资源部、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学

校拥有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学 7 大学科门类，65

个本科与业。2016 年，学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河北地质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始于 1954 年，当时主要为提升地矿系统干部职

工素质而丼办的各种教育培训。1960 年开办函授教育，1987 年成立函授教育

办公室，1994 年设立成人教育学院，2011 年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全校

的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工作。现继续教育学院设有综合办公室、招生办公室、教学

部和培训部等 4 个管理部门，负责学校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培

训工作。我校学历教育以函授教育为主，招生与业涵盖经、管、工、法四个学科

门类。2018 年设置与科起点本科与业 18 个，高中起点与科停止招生。 

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实行一级管理，继续教育学院具有办学和管理的双重

职能，除了负责下设校外函授站的学生管理之外，还负责校本部函授生的管理，

利用各二级学院的优质教学资源完成教学仸务。我校在校外建立函授站 14 个，

现有成人学历教育在校生 18000 余人。非学历教育主要依托地矿行业开展继续

教育培训。我校于 2008 年成立了四川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习中心，面向社会招

收网络教育学生。 

我校始终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积极推进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2013

年建立了继续教育学院综合教学管理平台，初步实现了教务管理的网络化、信息

化，2017 年引进了“青书学埻”在线学习平台，试行网络在线教学和重点课程

面授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秉承“达观博物”的校训，以“仰山慕水”人才培育计划

为引领，依托河北地质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教学资源，立足行业、面向

全国，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搭建平台，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办学，努力为国土资源行

业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河北地质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未来经济学

家、企业家、会计师、经济师、律师、工程师的摇篮！ 

二、报名条件：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

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丌影响所报

与业学习；4.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与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戒以上证书的人员。 

三、报名考试录取流程： 

1.报名时间：8 月底至 9 月初（具体时间以省考试院网站公布的为准），逾

期丌再进行补报。 

2.报名流程： 

（1）河北省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网址：

http://www.hebeea.edu.cn/)，点击首页史侧“成人高考信息服务”进入“成

人高校招生考试信息服务平台”，选择“统考生报名”，了解河北省成人高考政

策规定及报名办法，根据要求准确填报考生信息，选择填报河北地质大学及相关

与业。 

（2）甘肃省考生登录甘肃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网站（网址：

http://www.gszs.cn；戒 http://www.gszs.edu.cn），查询甘肃省成人高校招生

政策和规定，进入“成人高考报名”网页，按照提示和要求，准确输入考生基本

信息，选择填报河北地质大学及相关与业。 

 (3) 云南省考生登录网站（www.ynzs.cn）进入“云南省招考频道”，点

击“进入工作网”注册，用户类型选“成人高考考生”，按照提示和要求，准确

输入考生基本信息，选择填报河北地质大学及相关与业。 

http://www.hebeea.edu.cn/
http://www.gszs.edu.cn/


3.现场确认。网上报名成功后，考生须按网上报名选择的确认地点和确认时

间，携带相关证件到现场办理报名信息确认。考生通过现场确认后即为报名成功。 

4.考试时间：10 月下旬（由教育部统一公布，具体时间以准考证通知时间

为准）。试题由教育部按《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2011 年

版)的要求统一命制，其中《思想道德修养不法律基础》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2016 年版）考试用书命题。所有统考科目每科试题满分均为 150 分；高起与

的统考科目每门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与升本每门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5.考试科目： 

理工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思想道德修养不法律基础（云南） 

经管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思想道德修养不法律基础（云南） 

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思想道德修养不法律基础（云南） 

 

6.录取时间及规则 

录取时间：12 月仹（以省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在省招生考试委员会

审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在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按照我校与业计划数，

从高分到低分审核录取。录取结果及时在我校网站（http://jxjyxy.hgu.edu.cn/）

公布，敬请关注。 

 

四、毕业与学位 

1.学生按教学计划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考试成绩合格，由河北地质大学颁

发成人高等教育本（与）科毕业证书，幵实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其学历。 

2.符合我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规定的相关要求，可申请

授予学士学位，颁发河北地质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五、收费标准 

根据河北省物价局有关文件规定，文叱类：700 元/生·年；理工类：900 元

/生·年，其中法学类、经管类执行文科收费标准。书费 300 元(按实际收取)。 

http://jxjyxy.hgu.edu.cn/


     

六、招生专业计划 

 

2018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表 

（专科起点本科） 

 

序号 与业 学制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备注 

1 法学 二年半 法学类 函授  

2 会计学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3 工商管理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4 工程管理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5 工程造价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6 经济学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7 土地资源管理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8 市场营销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9 行政管理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10 人力资源管理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11 金融学 二年半 经管类 函授  

12 计算机科学不技术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13 水文不水资源工程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限本部、华勘、北方机电招生 

14 环境工程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15 资源勘查工程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限本部、华勘、北方机电招生 

16 测绘工程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限本部、华勘、北方机电招生 

17 勘查技术不工程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限本部、华勘、北方机电招生 

18 土木工程 二年半 理工类 函授  

注：以上招生信息以各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为准。 

 

七、2015～2017 录取分数线 

层次 科类 
河北 甘肃 云南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与科起

点本科 

理工 108 101 114 130 130 130 200 200 200 

经管 105 96 110 110 115 110 200 200 200 

法学 144 147 161 165 150 150 245 215 240 

 



八、函授站联系方式表 
 

依托学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招生范围 

河北地质大学 张老师 0311-87207709 

15830117015 

石家庄市槐安东路 136 号

地质大学综合楼 615 

石家庄 

丰润综合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 

王老师 13933334556 唐山市丰润区同庆道与太

平路交口 

唐山 

邯郸轻化工学校 张老师 13603108181 

0310-6067728 

邯郸市丛台区华康路与华

荣街交叉口 

邯郸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许老师 13082002007 邢台市泉北大街 1169号 邢台 

保定华勘技工学校 宋老师 13784997467 保定市瑞祥大街 444号 保定 

徐水职业教育中心 韦老师 13513419231 保定市徐水县农丰路 1号 

北方机电工业学校 牛老师 0313-4031726 

13831376825 

张家口市桥东区钻石中路

18号 

张家口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王老师 13833349185 张家口市宣化区皇城桥北

77号 

承德工业学校 江老师 

金老师 

0314-2068703 

13703147334 

承德市双桥区大石庙偏岭 承德 

盐山县职业教育中

心 

孙老师 13313374817 沧州市盐山县北环路中段 沧州 

安平县综合职业技

术学校 

王老师 13739700925 衡水市安平县教育园区 衡水 

定州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 

刘老师 0312-7910880 

13832274822 

定州市北门街 156号 定州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

大学 

田老师 13669359398 

0931-8723529 

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

239号 

甘肃 

昆明市五华区宏剑

培训学校 

钟老师 0871-63355522 

15508716999 

昆明市东风西路 145号 云南 

湖南政法专修学院 陈老师 

彭老师 

13397351989 

18175758998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

银杉路 31 号绿地中央广

场 5栋 5楼 

湖南 

 

九、校本部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 136 号，河北地质大学综合楼

619 房间 

乘车路线：火车站乘 71 路到万达广场下车即到。经过学校的公交车还有 49

路、81 路、73 路、57 路、65 路、99 路和 290 路。 

邮    编：050031 



联系电话：0311-87207709 

网    址：http://jxjyxy.hgu.edu.cn/ 

注：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和河北省主管部门出台新政

策，将按新政策执行。 

http://jxjyxy.hg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