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招生简章 

学院概况 

    中国地质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教育部“985 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大学，是入围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大学，拥有

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以理、工、文、管、经、法、教、哲、

艺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于 1956 年开始举办成人高等教育，于 2001 年 6 月成立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

教育试点工作，并于 2007 年 7 月组建了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统筹管理学校远程教育（网

络教育）、成人函授、成人自考以及非学历培训工作。 

    学院学历教育充分依托学校的学科和资源优势，建设了大量优质教学资源（已有 2 门入

选国家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办学质量不断提高，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用人单位的好评。 

    学院非学历培训近年来发展迅速，于 2012 年 8 月获批准建设“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满足了国土单位、地矿单位、矿山企业等技术人员更新学习的需要。 

     

专业层次 

    网络与成人教育是主要面向在职人员的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开设土木工程、安全工程、

资源勘查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测绘工程、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

业管理等 8 个优势和特色专业，以及经济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法学等多个通用专业。

开办高起专、专升本和高起本 3 个学习层次，实行弹性学年制和学分制，根据学科专业特点

要求，高起本学制为 5 年，最长学习时间不超过 7 年，高起专和专升本学制为 2.5 年，最长

学习时间不超过 5 年，超过最长学习时间，学院将自动注销学生学籍。 

      

教学模式及教学管理 

  学院构建了网络教学授课系统和音视频互动答疑系统，初步建成实时与非实时、师生互

动、学员互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网络教学模式。学院还着力建设移动学习资源，构建

了网络学习与移动学习，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远程与继续教育模式。学校成立网络

教育专业建设与教学指导和督导委员会，强调过程管理，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教学工作

各环节实现制度化、信息化、规范化管理。 

  

                                学习支持服务 

   学院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在招生的有 50 个校外学习中心和 11 个校外函授站，并

不断加强学习中心、函授站规范管理和系统建设，加强服务意识、服务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通过微信、电话、邮件、QQ 群、网站、短信等多种方式，为学员提供全方位学习支持服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7 年 9 月 

 

 

 

 

 



 

2018 年网络教育招生专业 

序号 报考层次 报考类别 招生专业 

1 

专科 

文科 

会计 

2 法律事务 

3 行政管理 

4 工商企业管理 

5 经济信息管理 

6 

理科 

岩土工程技术 

7 建筑工程技术 

8 煤矿开采技术 

9 测绘工程技术 

10 石油工程技术 

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13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14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15 安全技术与管理 

16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17 

专升本 

文科 

法学 

18 会计学 

19 经济学 

20 工商管理 

21 行政管理 

22 公共事业管理 

23 公共事业管理（安全） 

24 土地资源管理 

25 

理科 

安全工程 

26 测绘工程 

27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28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29 资源勘查工程 

30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31 地质工程（探矿与采矿） 

32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35 自动化（矿山机电） 

3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7 
高起本 

文科 工商管理 

38 理科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2017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 

序号 报考层次 报考类别 招生专业 

1 

专科 

文史 

会计 

2 经济信息管理 

3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4 
理工 

岩土工程技术 

5 建筑工程技术 

6 

专升本 

文史 

会计学 

7 工商管理 

8 行政管理 

9 法学 法学 

10 经管 土地资源管理 

11 

理工 

石油工程 

12 安全工程 

13 测绘工程 

14 资源勘查工程 

15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6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17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网络教育报考须知 

  

一、报名 

    1、高起专、高起本 

    实行自主招生，报名条件：年满 18 周岁，具有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在职人员和

其他人员，考生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我院各学习中心报名。 

    2、专升本 

    实行自主招生，报名条件：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在职人员和其他人员，

必须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xlcx/)上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作为专科验证依据，否

则不予报名。 

    3、报名时间 

    各学习中心随时接受报名。 

    4、报名地点 

    各校外学习中心。 

    准 许 招 生 的 校 外 学 习 中 心 名 单 、 地 址 及 联 系 方 式 ， 请 登 陆 我 院 网 站

（http://cugnc.cug.edu.cn）招生公告中查询 2018 年招生的校外学习中心名单。 



    5、报名手续 

    专升本考生持身份证、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及查询件到所在地学

习中心报名，并采集电子照片。各学习中心必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上验

证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的真伪，并打印验证结果，由学习中心留存。 

    高起专、高起本考生持身份证、高中毕业证书、及其复印件各一份到所在地学习中心报

名，并采集电子照片。 

    6、电子照片的要求 

    蓝底免冠登记照的电子照片。（注：电子照片尺寸（像素）为 390*567；大小为 80-120KB；

分辨率为 300dpi；格式为 JPG；文件名为身份证号。） 

    7、信息采集 

    根据教育部规定，各校外学习中心必须通过身份证识别器采集新生数据。 

二、关于专升本入学资格的特别说明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只负责对报名者提供的报名资料进行收

集、整理和备案，不是学历审查和鉴定机构，对报名者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

是对所提供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或是否虚假，不具有权威认定资格，也不承担

任何责任。 

    2、报名者的前置学历证书等资料在入学后将通过阳光招生服务平台报送至学籍学历信

息管理平台，进行新生入学资格核查，合格者在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上注册学籍，不合格

者一律清退。 

    3、学校对隐瞒个人真实学习经历，持不合格证书（如伪造证书、非国民教育系列证书、

地方颁发只在地方承认的证书、未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电子注册的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等）或伪

造个人身份学历证明材料的学生，无论何时查出，均予以取消学籍处理，追回各种录取或学

习证件所交有关费用不予退还。 

    4、学生必须为其所提供的报名证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学生由于

报名时提供了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等报名资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提供者本人负完全

责任。 

三、入学免试和课程免考 

   网络教育考生属以下情况之一者，可申请免试入学和课程免考： 

   1、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到我院修读专升本专业可以免试入学。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专科毕业生到我院修读专升本专业可以免试大学英语、计算

机文化基础，但文科类的专业必须参加“大学语文”、理科类的专业必须参加 “高等数学”的

入学考试。 

   3、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到我院修读专科专业可以免试入学。 

   4、已参加过我校网络教育往年入学考试并被录取但未在我校注册学习，并能够提供以前

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号及各科考试成绩的学生，若再次报考相同层次的专业可免试入学。 

四、入学考试 

   1、志愿修读我校网络教育的在职业余学习的考生，分别参加我校自主组织的招生入学考

试。考试采用机考方式。 

   2、根据教学要求和学校有关规定，考试科目将分文科和理科。 

    高起专、高起本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 

    专升本考试科目：（文科专业）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文化基础 

    （理科专业）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文化基础 

   3、考试大纲的制定：根据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要求编写考试大纲和复习资料。 

   4、考试时间和地点：实行常年招生，春季和秋季入学考试截止时间以教育部阳光平台规



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一致。考试在各学习中心举行。 

   5、学籍注册时间：为了保证学籍注册和教学工作进度，规定春季和秋季新生报到入学截

止时间均为录取结束后 1 日内。 

   6、我院视考试成绩划定录取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取结果将在远程与继续

教育学院网站或微信上网查询。 

五、各专业主干课程介绍 

    http://cugnc.cug.edu.cn/cugcms/html/glzd/20171020/1214.html 

六、学历证书 

   学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毕业资格审查合格，准予毕业。由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颁发国民教育系列网络教育本、专科毕业证书。学历证书盖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印章，由我校报教育部电子注册后，国家承认学历。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对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生部分公共课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通知》[教高厅（2004）

2 号]，从 2004 年 3 月 1 日以后（含 3 月 1 日）入学的本科层次网络学历教育的学生，还需

要参加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的全国统考，统考成绩合格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具体考试办法请登陆中国现代远程与继续教育网 www.cdce.cn

查询。 

七、学位证书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士学位管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的通

知》鄂学位[2012]6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当年毕业、当年授学位、当年注册上网的原则。 

    1、课程考试成绩（公共课、基础课、专业主干课）：自考生所学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合格，

其它类成人教育（夜大、函授、电大、网络等）毕业生课程考试成绩≥75 分。 

    2、学位课程考试成绩（一门专业基础课、两门专业课）：自学考试学位课程平均成绩≥70

分，且单科成绩不低于 65 分；其它类成人教育（夜大、函授、电大、网络等）本科毕业生

学位课程成绩≥75 分以上。 

    3、外语水平考试成绩：学位申请者在籍学习期间，须参加全省组织的成人学士学位外

语考试且成绩合格（含第二外语），或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

成绩合格、或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四级（PETS-4）成绩合格；英语、日语专业本科

生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在籍学习期间参加专业英语四级、专业日语一级考试且成绩合格。外

语成绩有效期为学生在籍学习期间。 

    4、授予专业：成人高等教育（夜大、函授、电大、网络等）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必须是

学校普通本科已有授权专业。普通学士学位没有授权的专业，该专业学生的学士学位授予工

作挂靠本校或同类高校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相近或相同学科门类进行。自学考试学士学位授权

专业必须是省教育考试院自考办批准的专业。 

八、学费 

    按照湖北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联合发文的鄂价费（2006）183 号文件的规定，学

费标准为 80 元～120 元/学分（不含教材费、差旅费等杂费）。上述学费标准根据当地物价标

准可上下浮动，并报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备案。具体收费标准请向当地学习中心咨询。 

九、其它注意事项 

    1、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网考办、湖北省教育行政部

门出台新政策，将按新政策执行。 

    2、我院具有招生宣传和生源组织资格的校外学习中心必须是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备案的办学单位。 

    3、招生简章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报经湖北省教育厅备案后发

布，由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统一印制。各校外学习中心向社会进行招生宣传必须以本招生简



章为准。 

    4、各学习中心不得就学制、招生对象、学籍管理、学历证书与学位证书等政策另作解

释，不得加入与我校网络教育招生无关的其它宣传内容。在招生宣传之前必须将我院印制的

招生简章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5、任何学习中心不得跨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展招生宣传和生源组织活动，不得委托

中介招生，校外学习中心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学习中心如出现违规招生

行为，学院将依据双方协议，做出相应处理，并取消违规所招学生的学籍。 

  

成人高等教育报考须知 

  

一、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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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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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毕业证书或

以上证书的人员。 

    5、考生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入学考试。 

二、关于专升本入学资格的特别说明 

    1、按照教育部规定，教育部将各省级招生部门报送的正式录取新生数据审核备案后，

分省分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公布，由各高校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录取数据，对入

学报到的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复查，不合格者一律清退。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只负责对学生提供的资料进行收集、整

理和备案，不是学历审查和鉴定机构，对学生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对所提

供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或是否虚假，不具有权威认定资格，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3、学校对隐瞒个人真实学习经历，持不合格证书（如伪造证书、非国民教育系列证书、

地方颁发只在地方承认的证书、未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电子注册的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等）或伪

造个人身份学历证明材料的学生，无论何时查出，均予以取消学籍处理，追回各种录取或学

习证件所交有关费用不予退还。 

    4、学生必须为其所提供的报名证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学生由于

报名时提供了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等报名资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提供者本人负完全

责任。 

三、报名时间 

   以各省级招生部门公布的报考时间为准。 

四、报名方式 

    部分省、市、自治区实行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报名形式，考生首先登录当地省、

市、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指定的报名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成功后，考生持有关证件在

当地考试院规定的时间内到本人网上选择的报名点进行资格审查、照相、确认报名信息，缴

纳报名费用，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五、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以各省级招生部门公布的时间为准。 

六、报名资料 



    1、身份证明：身份证及相应复印件，如果身份证遗失，应及时到当地派出所办理带有

本人照片的户籍证明，同时标明身份证号码，并应迅速补办身份证，以免耽误考试。 

    2、学历证明：本人最高学历的毕业证书原件及相应复印件。 

七、录取与报到 

    1、按各省级招生部门确定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择优录取。 

    2、录取名单报各省级招生部门审查批准后，由我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按学

院规定时间报到、注册。 

    3、报到注册时，学生本人需提供蓝底免冠登记照的电子照片。（注：电子照片尺寸（像

素）为 390*567；大小为 80-120KB；分辨率为 300dpi；格式为 JPG；文件名为身份证号。） 

八、新生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要对已报到新生进行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

违纪舞弊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九、各专业主干课程介绍 

    http://cugnc.cug.edu.cn/cugcms/html/glzd/20171020/1214.html 

  

1、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027-67885174      027-67848551 

  

2、招生学籍投诉联系方式： 

投诉电话：027-67885016 

  

3、学校校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 号 

邮    编：430074 

学院网址：http://cugnc.cug.edu.cn           

传真电话：027-67848551 

电子邮件：wlzs@cug.edu.cn 

 

 

 
关注微信号可查询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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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类型 站点 站点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河北省 网络 唐山学习中心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 88 号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箭 0315-3049644 

2 山西省 网络 山西学习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草坪区胜利桥西兴华北环街 2 号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赵秀文 0351-6298248 

3 

内蒙古

自治区 网络 内蒙古学习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御景 101 公馆 岑瑛 0471-4920000 

4 辽宁省 网络 沈阳学习中心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万山路 133 号辽宁省工程技术学校 常新 024-86527941 

5 

黑龙江省 

网络 哈尔滨学习中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化工路 21 号黑龙江省工程学校 李跃一 0451-58856131 

6 网络 黑煤职院学习中心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迎宾大道公立街 1 号黑龙江煤炭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中心 刘伟德 0469-2610066 

7 上海市 网络 上海学习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国顺路 288 号综合楼 306 室上海开放大学（原上海电视大学） 叶柯挺 021-25653121 

8 

江苏省 

网络 南京学习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门外麒麟门镇其西路 68 号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朱卫东 025-84120769 

9 网络 金坛学习中心 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东环一路 669 号金坛市建筑技工学校 徐明 0519-82358552 

10 网络 南通学习中心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通路 71 号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黄振兴 0513-86513302 

11 

浙江省 

网络 浙江分院 浙江杭州市文一路 109 号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王季 0571-85025297 

12 网络 宁波学习中心 宁波市海曙区翠柏路 89 号宁波工程学院先进制造培训大楼 A 座 9 楼 906 室 王燕 0574-87081608 

13 网络 温州学习中心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塘下镇塘川南街 124 号瑞安市轻工学校 董国峰 0577-65388602 

14 网络 海宁学习中心 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路 221 号海宁市广播电视大学 高建飞 0573-87228270 

15 网络 长兴学习中心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太湖中路 170 号体育中心院内 吴玉堂 0572-6029909 

16 网络 诸暨学习中心 浙江诸暨技师学院诸暨市大学城育才路 1 号行政楼二楼招就处 陈尧 0575-89079318 

17 网络 江山学习中心 浙江省江山市市区江东大道 88 号工友职业培训学校 毛强 0570-4983068 

18 网络 台州学习中心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大操场 1 号台州路桥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黄灵江 0576-82441517 

19 网络 舟山学习中心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新街文化路 50 号大学生创业园 205 周毅峰 0580-6203030 

20 网络 绍兴学习中心 绍兴市鲁迅中路 460 号绍兴市职工中专 胡国华 0575-88050865 

21 

安徽省 

网络 合肥学习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绿地瀛海大厦 B 座 1608 室 李黄兵 0551-63670088 

22 成人 合肥函授站 安徽省合肥市梁园路 1 号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余北生 0551-63656750 

23 福建省 成人 福建函授站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乐南路 18 号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吴良洪 0591-83204955 



24 

江西省 

网络 萍乡学习中心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朝阳路 147 号奥鹏学习中心 肖季烈 0799-6883511 

25 网络 九江学习中心 江西省九江市十里大道 1817 号九江市轻化工业技工学校 吴耀明 0792-8259839 

26 网络 南昌宏邦学习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中大道凯丰商业街 3 栋三楼（宏邦教育） 段明达 0791-83833689 

27 网络 都昌学习中心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恒盛科技园 1 号楼 2 层 M5 室 沈春苗 0792-8750758 

28 

山东省 

网络 青岛学习中心 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 203 号盛锡福大厦 512 室 赵庆共 0532-83662053 

29 网络 济南学习中心 山东济南舜耕路 12 号济南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赵炼 0531-82627532 

30 网络 德州学习中心 山东省德州市三八东路 2426 号德州现代远程教育培训中心 刘庆林 15562661988 

31 网络 胜利油田学习中心 山东省东营市济南路 169 号胜利油田职工大学 刘国城 0546-8710620 

32 

河南省 

网络 郑州学习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 31 号郑州工业贸易学校成教部 樊守德 0371-67948944 33 成人 郑州函授站 

34 成人 三门峡函授站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 6 号财经学校 樊惠贞 0398-2809230 

35 

湖北省 

网络 武汉数字化学习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鲁磨路 6 号数字化教育培训学校 向燕 027-87779000 

36 网络 荆州学习中心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育才路 399 号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郝红 027-84732220 

37 网络 孝感学习中心 湖北孝感槐荫大道 100 号孝感生物工程学校发展联络科 姚维宏 0712-2110929 

38 网络 江汉油田学习中心 湖北省潜江市一村五七会战路 1 号江汉油田职工培训中心远程部 濮明雄 0728-6582538 

39 

湖南省 

网络 长沙学习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 45 号长沙理工大学金盆岭校区 15 号教学楼 208 办公室 李肖 0731-85647222 

40 网络 郴州学习中心 湖南省郴州市王仙岭郴州大道 8 号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楼 1 楼 110 室 曹文生 

0735-2322137 转

222 

41 网络 衡阳学习中心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先锋路 58 号科技学校 刘艳 0734-8231131 

42 成人 衡阳函授站 湖南省衡阳市和平南路 10 号 刘艳 0734-8231131 

43 成人 湖南函授站 湖南省长沙市水渡河 100 号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培训中心 方志中 0731-84095327 

44 

广东省 

网络 广州学习中心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098 号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东区礼堂一楼远程教育部 梁寄秋 020-87714860 

45 网络 深圳学习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 614 栋 206 办公室 甘江丽 0755-82435577 

46 广西省 网络 南宁学习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东葛路 109 号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蒙文海 0771-5707447 

47 海南省 网络 海口学习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 26 号九州大厦 3 楼 B 单元 肖岚 0898-66734999 



48 成人 海南函授站 

49 

四川省 

网络 四川学习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 3 号四川电大大门侧招生大厅 花永春 028-87797292 

50 网络 川建设学习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南四段 36 号建设厅 1110 室 汤杨 028-85538828 

51 网络 遂宁学习中心 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 96 号四川电大直属学院射洪分校 廖大喜 0825-6660619 

52 贵州省 成人 贵州函授站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云潭南路 609 号贵阳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部 杨方利 0851-6302121 

53 

云南省 

网络 云南国土学习中心 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牛路 2 号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蒋亚冬 0871-68513981 

54 网络 云南学习中心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万华路 96 号天宇创智中心 11 楼 周伟华 0871-65532090 

55 网络 瑞丽学习中心 云南省瑞丽市姐告国门大道瑞丽市国际珠宝翡翠学校 刘立军 0692-4660626 

56 

甘肃省 

网络 兰州学习中心 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东路 1 号兰州工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魏静 0931-2936888 

57 成人 甘肃函授站 甘肃省城关区红星巷 192 号地矿局职工中专 王俊华 0931-8763467 

58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成人 宁夏函授站 宁夏银川市滨河新区国际科教城宁夏地质工程学校 纳娜 0951-2012011 

59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网络 新疆学习中心 新疆昌吉州文化东路 29 号 张平 0994-2344965 

60 网络 兵团电大学习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市二道湾 1 巷 100 号 解琼 0991-8828746 

61 成人 新疆函授站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 442 号地矿局职工教育中心 赵政 0991-4813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