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简章
(浙江省院校代码： 451 )
一、学校概况
浙江工商大学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前身是创建于 1911 年的杭州中等商业学堂，1980 年经国务院批
准成立杭州商学院，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百余年来学校一直秉承商科办学传统，尤其是 1998 年从
原商业部直属院校改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以来，学校坚持走特色办学之路，以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为
主，法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2015 年，学校被确定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和教育部共建
的重点大学。2017 年被确定为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学校拥有管理学、经济学、工学、文学、法学、理学、历史学、哲
学、艺术学等 9 大学科，拥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授予权，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外国留学生、港澳台学生招
生权。学校秉承“诚、毅、勤、朴”之校训，正在大力实施“创新强校，特色名校，融合发展，力争一流”发展战略，努
力建设国内同类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是学校的直属学院，全面负责成人学历教育、自考全日制助学、职业技能鉴定及各类培训等工作，并代
表学校履行自学考试主考院校职能。学校的继续教育始于 1980 年，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并举，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系。设有业余(夜大)、函授等形式的专升本和专科、高起本学历教育。有工商管理、会计
学、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工程管理等 20 多个专业。夜大、函授各专业课程选聘具有较高水平和教学
经验丰富的教师任课。学生修完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由浙江工商大学颁发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
国家承认学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士学位。
二、招生简介
1.浙江工商大学 2018 年计划面向浙江、海南、新疆招收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科、专升本、高起本新生。
2.招生对象和条件：专升本,已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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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毕
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专科、高起本，高中毕业生或 18 周岁以上同等学力人员。
3.报名：成人高考报名分为网上信息输入和现场信息确认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网上信息输入，考生登陆当地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地址：http：//www.zjzs.net,时间由省教育考试院确定，一般为 8 月中旬开始），按
规定输入个人基本信息及志愿信息；第二阶段现场信息确认，考生须到各市教育考试机构设立的报名确认点办理信息确认
手续（一般为 9 月上、中旬）。
4.考试时间：一般 10 在月份，具体详见当地省教育考试院（或当地省高招办）网站。
5.考试科目：
层次

科类

考试科目

管理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法学类

政治、英语、民法

文史类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专科

文史类

语文、数学（文）、外语

高起本

文史类

语文、数学（文）、外语、史地

专升本

理工类

语文、数学（理）、外语、理化

6.学习形式：（1）业余（夜大）：以业余授课为主，辅之自学和网上课程学习平台学习。（2）函授：以自学和网上
课程学习平台学习为主，辅之必要的面授。授课安排的详细情况可与当地函授站或教学点联系咨询。
为方便学生学习和解决工学矛盾，学校开发了基于互联网的继续教育网上学习平台，学员可以按照每学期的教学进
程通过互联网在线学习相关课程内容。
7.学历和学位：凡经成人高考被我校正式录取的学生，学习期间不转户粮关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
合格，由我校颁发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学校负责电子注册，可网上查询，国家承认学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
授予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士学位。
8.学习地点：浙江工商大学教工路校区设有业余（夜大）、函授教学点，还同时在省内各市（含杭州市）、地及省外
部分地区设有函授站、教学点，以方便学生就近学习。
三、录取原则
1.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录取工作按照各省教育考试院（或各省高招办）的有关规定并遵循“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
2.根据各省教育考试机构划定的各层次、各专业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学校按照各省教育考试院（或各省高招办）电子
投档情况以及各地分专业招生计划数录取。
3.凡符合各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录取照顾政策的考生，按各省的有关规定予以录取。
4.业余（夜大）、函授各专业对因不足开班名额而未被学校第一志愿录取的考生，学校本着对考生负责的态度，在征
求考生意见的基础上，尽可能调剂到相近的专业，考生若不愿意专业调剂则予以退档。
上述涉及 2018 年全国成考的具体安排和规定，最终以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通知和政策为准。
四、收费标准
学校严格执行浙江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统一规定的收费标准。浙江省内业余（夜大）、函授各专业学费按学分
收费，经管类、文史类、法学类专升本及专科收费标准为 118.80 元/学分，第一、第二学年缴费分别为 3564.00 元，第三
学年缴费为 1782.00 元；高起本各专业第一至第五学年缴费均为 2970.00 元。新疆函授站学费参照浙江省标准。海南函授
站按当地的标准收费（该收费标准经当地物价部门核准）。
五、录取结果公布方式
通过我校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jxjy.zjgsu.edu.cn/)及有关社会媒体公布录取结果。
六、招生咨询
浙江工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地

址：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或保俶北路 92 号）浙江工商大学教工路校区 2 号行政楼，

联系电话：0571-88833517、88088526、88060160
学院网址：http://jxjy.zjgsu.edu.cn
招 生 网：http://zs.zjgsu.edu.cn

浙江工商大学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1

会计

2

工商企业管理

3

市场营销

4

电子商务

5

旅游管理

6

国际经济与贸易

7

金融管理

8

物流管理

9

行政管理

10

财务管理

11

工商管理

12

会计学

13

人力资源管理

14

市场营销

15

电子商务

16

行政管理

17

酒店管理

18

旅游管理

19

工程管理

20

物流管理

21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

金融学

26

英语

27

汉语言文学

28

法学

29

社会工作

30

电子商务

32

工商管理

34

会计学

37

国际经济与贸易

层次

类别

专科

文史类

学制

2.5 年

经管类

专升本

文史类

法学类

高起本

文史类

5年

浙江工商大学教学站地址
省份

地区

教学站
校内站

联信教学点

求是教学点

育才教学点

起程教学点

萧山教学点

杭州市

余杭站

地址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或保俶北路 92 号）
浙江工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89 号香榭商务大厦六楼
杭州联信财经专修学校
杭州市体育场路 580 号昆仑大厦 2 号楼一楼
杭州求是专修学校
杭州市中山北路 607 号现代城建大厦四楼
杭州育才专修学校
杭州市益乐路 25 号 嘉文大楼 5 楼
杭州市西湖区起程专修学校
萧山区城厢街道高桥路 460 号-39
萧山区钱江高级中学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景星观路 19 号
杭州市余杭区财经专修学校

余杭
杭州市余杭区绿岸科创园 4 楼
华博特站 杭州余杭区华博特专修学校
三联站

育人站
浙江

明澜站

育英站

东方站

宁波工商站

宁波依米站

宁波飞越站

宁波中信站
宁波市
慈溪站

宁波明日站

宁波学成站

宁波博闻站

杭州市文二西路 1 号元茂大厦 720 室
浙江三联专修学院
杭州市西湖区保俶北路 52 号
浙江育人专修学院
杭州市富阳区明澜教育培训学校
杭州市下沙 8 号大街和达创意园 4 号楼 313 室
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 4 号大街 16 号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市江干区天运路 1-1 号（采荷中学濮家校区）
杭州东方科技专修学校
宁波市机场路 1988 号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江东区桑田路 815 号华商经贸大楼 3 楼
宁波江东依米培训学校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 181 号，中农信国际商厦五楼
宁波市海曙区飞越教育专修学校
宁波市江北区大闸南路 8 号（竹林人家旁）
宁波市江北中信培训学校
慈溪市三北西大街波斯曼大酒店二楼
慈溪市依米文化培训学校
宁波市兴宁路 456 号东方商务中心 5 号楼 4 楼
宁波鄞州明日专修学校
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 1299 号鄞州商会大厦南楼 22 楼
宁波市鄞州区学成教育培训学校
宁波市鄞州区富强路 555 号
宁波市鄞州博闻教育培训学校

联系电话
0571-88088526
88086951
88060160
0571-28220057

0571-85058537

0571-85060744

0571-88847120

0571-82634168

0571-86233020

0571-86855525

0571-85504502

0571-88800393

0571-86830313

0571-86926158

13819453427

0574-87422376

0574-81891888

0574—87249628
0574-87672898
87358798
0574-63122555

0574-87229913

0574-55838288

0574-88169608

宁波华博特 宁波市鄞州区彩虹南 16 号彩虹大厦 5 楼 C 区
站
宁波人人站

宁波宁达站

温州分院

温州市

温州城市站

乐清站

绍兴市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11 号海曙大厦 14 楼
宁波市海曙区人人学苑培训学校
宁波市海曙区华楼巷 19 号天一豪景 A 座 2 楼
宁波市海曙区宁达进修学校
温州市车站大道 737 号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
温州商学院
乐清市虹桥镇飞虹路银虹大厦三楼
乐清市虹桥箭金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前进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南路 822 号
教学点

嘉兴市

嘉兴站

湖州市

湖州前锦站

台州育华站
台州市
玉环鸿远站

金华依米站

金华市 金华技师站

义乌今明站

丽水市

宁波鄞州华博特教育培训学校

丽水站

海南

海南站

新疆

乌鲁木齐站

绍兴市前进教育培训学校
嘉兴市少年北路 266 号
嘉兴市总工会职工学校
湖州市新天地写字楼 12 楼 1218 室
湖州市前锦专修学校
台州椒江东海大道 680 号巨鼎置业四楼
台州市育华文化教育培训学校
玉环县城关玉潭路 1 号
玉环县鸿远教育培训中心
金华市万达广场 4 号楼 705 室
金华市依米电脑培训部
金华技师学院
金华市八达路 228 号
义乌市稠城街道五岔路口 11 号远洋宾馆 4 楼
义乌市今明科技培训中心
丽水市莲都区中山街北 357 号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海口市秀英大道 6 号
海南省商业学校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 413 号
新疆职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574-87786168

0574-55718380

0574-87329695
0577-88373413
88373428
0577-86689231

0577-62301111

0575-88619275

0573-82080301

0572-2131301

0576-88812251

0576-87233983

0579-82373737

0579-82273663

0579-85173339

0578-2789916

0898-68667371

0991-4539014

专升本专业简介
【工商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各类工商企业和其它组织中从事管理、咨询等实际工作
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公共关系学、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市场调研预测学、组织行为学、财务管理学、企业
危机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管理沟通、企业领导学等。
【会计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各类企事业、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及
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统计学、管理学原理、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上、下）、成本会计、电算化会计、管理会计、审
计学、财务管理学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熟悉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
规，能够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政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
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商务英语、世界贸易组织与中
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法等。
【法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具有责任感和良好道德品质，能在各级行政机关、政法机关、法
律服务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合同法、民法专题、刑法专题、民事诉讼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法理学研究、知识产权法、宪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律师实务、房地产法、金融法等。
【金融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金融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各大中型企业、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从事
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金融学、国际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业务管理、保险学原理、财
务管理学、投资银行学等。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现代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并具
备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各类工商企业和其他组织中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创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绩效管理与薪酬管
理、劳动法与劳动关系、人力资源选聘与测评、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员工关系管理、人事心理学、企业领导学等。
【市场营销专业】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专门市场营销管理人才，学员修业期满后，能够适应工商企业
市场营销工作，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市场营销管理工作。
主要专业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经济法、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研预测学、广告学、国际市场营
销学、网络营销、商务谈判、现代推销学等。
【行政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
理和科研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公共行政学、社会调查方法、公共政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公共经济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领导学、公共管理专题研究、管理文秘、组织理论、非营利组织管理等。
【旅游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旅游管理基础理论，掌握旅游企业运作专业技能，能够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
单位等从事旅游管理实务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会计学、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旅游学概论、饭店管理学、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经济学、旅游
开发与管理、旅游文化、旅游地理、导游业务与技能、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等。
【英语专业】
本专业培养能在工商企业和外经贸部门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工作和翻译工作，或在学校从事英语语言教学的应用型专门
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日语 (第二外国语)、基础英语（三、四）、英语听力（三、四）、英语写作（一、二）、英语口语
（三、四）、高级英语（一、二）、英汉互译、英语国家概况、英美文学、 国际商务英语等。
【工程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人才。要求学生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土木工程技术、计算
机管理和外语等综合知识，培养从事一般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经济法、线性代数、财务管理学、工程估价、建筑工程力学、建筑工程制图、土木工程
概论、项目管理概论等。
【财务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财务管理及相关的管理、经济、法律、会计、审计和金融等方

面的知识和能力，熟悉资本市场运作，具有风险控制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管理型高级财务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统计学、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学等。
【酒店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和系统的酒店管理专业知识，熟练的酒店服务、操作技能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能在餐饮、客房、财务、营销、人力资源、工程等酒店领域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工作，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饭店管理学、酒店会计学、旅游学概论、餐饮运营与管理、酒店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酒店财务管理、
酒店市场营销、酒店设备与环境管理等。
【电子商务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计算机软硬件和商务贸易方面的专门知识、掌握互联网编程技术和网上贸易的高级技术人才，具有从
事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各种国际国内商务活动的高级应用型经贸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数据结构、会计学、高经语言程序设计、经济法、JAVA 网络程序设计、电子商务概论、网络安全与
支付结算、网络营销策略、物流学概论等。
【社会工作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各类工商企业和其它组织中从事管理、咨询等实际工作
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社会工作基本原理、小组工作、社会工作实务和技巧、社会政策概论、社会工作行政、社区工作、矫
治社会工作、心理健康和咨询等。
【物流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熟悉相关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能运用物流管理的方
法、手段，能承担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物流部门和专业物流企业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物流学概论、电子商务概论、配送与配送中心、国际物流、物流技术与物流设备、物流信息系统、采
购与供应、运输与仓储等。

专科专业简介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各类工商企业和其它组织中从事经营管理等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统计学、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企业危机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市场调研预测学、企业战略管理、企业领导学、管理沟通等。
【会计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会计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会计基本技能，能够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实务等方面工作的
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政治经济学、财政与金融、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上、下）、成
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电算化会计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能够在外经贸企业、三资企业等从事经
济与贸易业务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与税收、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经济合作、国际商法、商务英语谈判、国际市场营销等。
【旅游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能在饭店、宾馆、旅行社、旅游景点等旅游企业从事经营管理等实际工作、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经济法、旅游学概论、休闲学、旅游地理、旅游专业英语、饭店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饭店设备
管理、旅游财务会计、酒品饮料、人力资源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等。
【行政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
及科研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行政学、社会学概论、公共经济学、管理心理学、公共政策、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公务员制度、公共关系学、社会工作概论、地方政府学等。
【市场营销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较强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思想品质，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能够从事工商企业市场营销业务管理
和其他部门营销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经济法、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统计学、消费者行为学、网络营销、市场调研预测学、
国际贸易、商务谈判、广告学、现代推销学等。
【电子商务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计算机软硬件和商务贸易方面的专门知识，能够掌握互联网编程技术和网上商务贸易等实际工作的应
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运筹学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网络营销、管理信息系统、JAVA 程序设计、网
络经济概论、信息安全技术、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网上支付与结算、网页制作与设计等。
【物流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熟悉相关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能运用物流管理的方
法、手段，能承担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物流部门和专业物流企业一线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经济法、运筹学及应用、企业战略管理、物流学概论、配送与配送中心、电子商务概论、
国际物流、物流成本分析、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采购与供应、供应链管理等。
【金融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金融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各大中型企业、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从事
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项目评估、公司金融、银行会计、国际金融、商品
期货学、投资银行学、银行经营管理、金融监管等。

高起本专业简介
【工商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各类工商企业和其它组织中从事管理、咨询等实际工作以及教学、科研
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客户关系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企业危机管理、公
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企业领导学、商务谈判等。
【电子商务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有计算机软硬件和商务贸易方面的专门知识、掌握互联网编程技术和网上贸易的高级技术人才，具有从
事电子商务系统的开发、维护与电子商务管理应用方面的工作。
主要专业课程：政治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数据结构、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概论、网络经济概论、电子商务
与物流配送、网上支付现结算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专业培养系统地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熟悉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
法规，能够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政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应用型专
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世界贸易组织与中
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函电等。
【会计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各类企事业、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及政府部门从事
会计实务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线性代数、统计学、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电算化会计等。

招生问答
1. 你校是否实行弹性学制？
答：我校在业余（夜大）、函授学历教育中实行弹性学制，专科、专升本最短学制 2.5 年，高起本最短学制 5 年。
2. 你校专升本、高起本毕业生能授予学位吗？
答：我校所有专升本、高起本毕业生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3. 如果录取后因工作等原因需要转专业，是否可以？
答：可以在报到注册时申请转专业。
4. 你校开设的专升本专业是否加试专业课？
答：均不加试专业课。
5. 外省人员是否可以报考？需要什么手续？
答：外省在浙江省工作的人员可以报考，报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暂住证或工作单位证明或房产证明。
6. 你校是否开设成人高考复习班？
答：我校在校内开设成人高考复习班，联系电话：88088526 88086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