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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 2020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面向艰苦行业和校企合

作招生改革项目试点工作章程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9 年成人高校招生面向艰苦行业

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积极探索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成人高校招生改革模式，满足行业、企业

人员接受继续教育需求，结合我校办学特色，特制定河海大学 2020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面向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招生改革项目试点工

作章程。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并能达到相关岗位要

求的专业应用型技术人才。

二、招生专业、层次与计划

根据行业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拟开设专升本和高起专两个层

次的招生改革项目专业及选拔计划(具体专业及计划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艰苦行业招生改革项目专业及计划表

序号 选拔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年） 选拔计划 备注

1 水利水电工程 专升本 2.5 1000

2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专升本 2.5 200

3 土木工程 专升本 2.5 150

4 水利工程 专科 2.5 300

5 建设工程管理 专科 2.5 100

合计 1750

校企合作招生改革项目专业及计划表

序号 选拔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年） 选拔计划 备注

1 环境工程 专升本 2.5 60

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2.5 80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2.5 60

4 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 2.5 60

5 工程管理 专升本 2.5 80

6 工商管理 专升本 2.5 80

7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2.5 80

合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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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条件

1.符合2020年江苏省相应成人高校招生办法中所列的报名条件。

2.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持有国民教育系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

3.参加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改革项目的学员必须是行业企业单

位推荐的一线优秀在职人员。

4.参加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改革项目的学员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8月15日前在河海大学与中国水利教育协会合作开展的“基层

水利队伍培训工程”培训系统中进行注册（注册年限为1年）的学员，

并于8月22日前完成“面向水利行业基层队伍专业文化提升工程'培训

+学历'教育项目”（附件1）中规定12个课时的学习；

②8月22日之前已在河海大学进行面授培训的学员,完成（附件1）

中规定12个课时的学习。

四、推荐计划

为推动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事业改革和转型，满足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行业或企业根据报名条件和专业设置情况，积极宣传

和组织生源，并向我校报送招生计划及推荐名单。

针对组织生源的情况，分为面上推荐计划和专项推荐计划。

面上推荐计划：为支持行业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由行业企业向河

海大学按专业分层次择优推荐人选，学习地点为河海大学校本部。

专项推荐计划：重点支持在工程建设和管理方面为加快水利现代

化建设步伐进程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地市级水利局或合作单位，由行业

企业推荐单位向河海大学推荐，每个行业和层次推荐人数原则上不能

低于 30人，并及时与我院联系，河海大学将根据专业及层次的实际

推荐人数，可在当地设立教学站点。

五、推荐程序

１.自2020年3月1日起至8月20日止，申报“艰苦行业”的考生由

本人或推荐单位通过河海大学基层水利队伍培训网进行第一阶段预

报名；申报“校企合作”的考生由推荐单位统一组织并通过河海大学

基层水利队伍培训网进行第一阶段预预报名。

网址：（http://slpx.hhu.edu.cn）（进入该页点击右上角“培训+学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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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个人报名”模块，由考生填写相关资料，并提交；提交

成功后，在“打印/查询”模块，由考生输入身份证号和验证码，自

行打印申请表，并交至推荐单位人事主管部门。

３.推荐单位人事主管部门负责根据招生报名条件、专业设置和

人才培养的需要对申报考生的资格进行审定，以及负责组织专业技能

方面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考核，并于2020年8月24日之前向我校报送申

请表和汇总表，同时，对所有推荐的考生进行公示。如有专项推荐计

划需求的合作单位请与我校联系，河海大学将根据专业及层次的实际

推荐人数（大于30人），可在当地设立教学站点。

４.9月1日前河海大学根据“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的相关

要求进行复审，并通知复审通过的考生进行第二阶段的网上报名和现

场确认，以及参加文化基础知识考试，网上报名时间和文化基础知识

考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5.10月31之前完成“面向水利行业基层队伍专业文化提升工程'

培训+学历'教育项目”中规定36个课时学习，且通过文化基础知识考

试的学员，由学校进行公示，并按要求汇总报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进

行录取。

六、网上报名和确认

经公示无异议后，由河海大学统一组织在江苏省成人高校网上报

名（www.jseea.cn），考生凭本人有效证件自行登录江苏省成人高校

网上报名系统填报和确认相关信息，并支付报名费，否则，网上报名

无效。

网上报名和确认时间：9月3--9月6日。（待定）

七、考核办法

1.考核形式

采用“1+2”形式的成人高校招生改革项目选拔考试方式进行考核。

“1”表示由河海大学负责组织文化基础知识方面的考核；“2”

分别表示由推荐单位负责组织专业技能方面的考核和政治思想方面

的考核。

2.考核科目、内容和科目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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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科目：公共文化基础、专业知识技能和政治思想。

公共文化基础考核内容：高中起点专科考核内容包括数学、英语

和政治；专科起点本科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数学和英语。

专业知识技能考核内容：从事本专业应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

政治思想考核内容：政治思想品德和团队协作精神。

科目分值：每个科目满分值150分。

3.考核时间

公共文化基础课程考核时间：9月23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专业知识技能和政治思想考核时间：8月20前完成。

4.考核地点

江苏省内相关学习点（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专业知识技能和政治思想考核地点学员所在单位。

八、录取办法

河海大学根据录取政策和招生章程的要求，对填报河海大学第一

志愿且达到录取条件的考生由河海大学进行预录取，经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批准后录取。

九、毕业和学位证书

参加招生改革项目学员经注册取得学籍后，修完教学计划所规定

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由河海大学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

学历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毕业证书。本科毕业生符合学士学位

授予条件者,经本人申请，报河海大学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合格

后获得学士学位证书。

十、有关事项

1.3 月 1 日至 8 月 20 日前，学员通过基层水利队伍培训工程网

站进行预报名。

网址：（http://slpx.hhu.edu.cn）（进入该页点击右上角“培训+学历”模块）

2.8 月 24 前推荐单位人事主管部门完成对申报学员的资格审核

和专业知识技能与政治思想作风的考核，并向我校报送相关申请表，

专升本考生还需提供专科或以上毕业证原件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4%BF%E6%B2%BB%E6%80%81%E5%BA%A6&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slpx.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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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备案表。

3.9 月 1日前河海大学完成复审手续，并通知符合报名条件的学

员登录江苏省成人高校网上报名系统（www.jseea.cn）进行报名和信

息确认。

4.9 月 18 日之前通知报名成功的考生参加文化基础课考核（具

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5.10 月 31 之前完成“面向水利行业基层队伍专业文化提升工程

'培训+学历'教育项目”中规定 36个课时学习，才能纳入录取数据库

上报国家教育部,并进行电子数据注册。

6.具体收费标准如下（学费标准如果调整，按新标准执行）：

专升本：2420元/年（理工类），2200元/年（经管类）。

高起专：2090元/年（理工类），1870元/年（文史类）。

7.联系方式和监督电话

联系方式：025-83786345 于老师 邵老师 路老师

025-83786250 叶老师 王老师

监督电话：025-83786716 吴老师

025-83786255 徐老师

邮 箱：hhdxxsswb@126.com

十一、本章程由河海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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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面向水利行业基层队伍

专业文化提升工程“培训+学历”教育项目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面

向行业的继续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水利系统广大基层职工服务水

利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河海大学与中国水利教育协会共同开展面

向水利行业基层队伍专业文化提升工程“培训+学历”教育项目。

一、培养模式
●专业培训。学员在“基层水利队伍培训工程”培训系统中成功

注册，并通过远程学习模式完成培训方案中的课程学习，经考核或审

核后学员可取得人社部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岗位培训证

书，或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证书。

●学历提升。符合规定条件，通过“推荐考核择优入学”模式取

得大专或本科学籍，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可获得相应的国

家认可的毕业证书。本科毕业生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得学

士学位证书。

二、报名条件
●培训对象必须是水利行业单位推荐的工程建设或管理岗位的

一线优秀在职员工。

●报考高中起点专科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报考专科起点本科的考生必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及

以上毕业证书。

三、课程设置
●专业培训。根据岗位需求，在河海大学提供的培训课程中选学；

委托培训由单位与学校共同确定培训课程。岗位培训的学习课时为

36个学时，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学习课时为 72个学时。

●学历提升。按照河海大学制定的相应专业层次培养方案设置。

●课程调整。委托单位可根据实际教育需求与学校协商进行课程

的适当调整。

四、课程学习
●专业培训。远程网络学习。

●学历提升。面授为主，网络学习为辅。

●学分转换。岗位培训课程中所取得的学分，按照学校的学分互

认管理办法，可转换成学历提升课程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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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历”专业文化提升工程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1 新时期水科学的战略思考 4
2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和一号文件精神辅导报告 2
3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5
4 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 4
5 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建设管理 4
6 水利工程概论 4
7 十二五农村水利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4
8 新时期乡镇水利站改革与发展 4
9 水文化与水景观 4
10 太湖流域防洪防污治理 4
11 新世纪水利法规与行政执法 5
12 江苏水利与现代化 2
13 农村水利技术 4
14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 4
15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4
16 防汛抗旱实用技术与减灾措施 5
17 农村水利规划 5
18 节水灌溉实用技术 4
19 农村水利实用技术与方法 4
20 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4
21 防汛防旱与应急管理 5
22 改革水费制度促进水资源管理 5
23 江苏水文发展新思路 4
24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4
25 防汛防旱工作中的水文气象问题 3
26 防汛防旱与应急管理 4
27 国家级水管理单位创建目标手段与任务 4
28 河湖与中小型水库管理 4
29 水土保持与水生态保护措施 4
30 水文科学的时代特征 4
31 水务管理发展趋势与新理念 4
32 现代水文发展方向 4

“培训+学历”学历提升专业表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1 水利水电工程 专升本

2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专升本

3 土木工程 专升本

4 水利工程 专科

5 建设工程管理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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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海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0年“艰苦行业”考生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籍贯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邮编 通讯地址

最高学历
毕业日期

毕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证书编号

推荐专业

（方向）
层次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内容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单位填写。

专业知识技能考核 政治思想作风考核

技能水平

（40 分）

工作业绩

（40 分）

爱岗敬业

（40 分）

其它

（30 分）
合计

政治立场

（40 分）

思想品德

（40 分）

团队协作

（40 分）

其它

（30 分）
合计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河海大学审核意见：

校院（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专业知识技能考核中的其它是针对个人获得岗位标兵、业务获奖、发表论文、技术发明等情况赋分，每项 2分。

2.政治思想作风考核中的其它是针对个人获得各类政治思想相关的荣誉等情况赋分，每项 2分。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4%BF%E6%B2%BB%E6%80%81%E5%BA%A6&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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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海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0年“校企合作”考生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籍贯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邮编 通讯地址

最高学历
毕业日期

毕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证书编号

推荐专业

（方向）
层次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内容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单位填写。

专业知识技能考核 政治思想作风考核

技能水平

（40 分）

工作业绩

（40 分）

爱岗敬业

（40 分）

其它

（30 分）
合计

政治立场

（40 分）

思想品德

（40 分）

团队协作

（40 分）

其它

（30 分）
合计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河海大学审核意见：

校院（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专业知识技能考核中的其它是针对个人获得岗位标兵、业务获奖、发表论文、技术发明等情况赋分，每项 5分。

2.政治思想作风考核中的其它是针对个人获得各类政治思想相关的荣誉等情况赋分，每项 5分。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4%BF%E6%B2%BB%E6%80%81%E5%BA%A6&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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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河海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2020 年“行业推荐”考生申请汇总表

报考院校： 推荐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民族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报考专业 报考层次 学习形式 推荐条件

行业推荐

意见 行业盖章 审核人（签字） ：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院校审核

意见 成教院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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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河海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2020 年“校企合作”考生申请汇总表

报考院校： 推荐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民族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报考专业 报考层次 学习形式 推荐条件

企业推荐

意见 企业盖章 审核人（签字） ：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院校审核

意见 成教院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