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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工业大学始建于 1951 年，坐落于依山傍海、交通发达的辽宁西部中心

城市--锦州。校园占地面积 1000余亩，建筑面积 43万余平方米，各类在校学生

18000余人，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协调发展的省属

全日制多科性大学。2013 年 5 月，学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

程”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兼有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学校教学

条件优越，拥有各类功能教室 4.9 万平方米，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室座位 7700 多

个；用于教学的计算机 2600 多台；设有现代加工实训中心、电工电子实训中心、

计算机实训中心、金工实训中心和 60 个基础实验室、专业实验室；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为 8500 多万元；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 120 多万册；校园建有先进的

网络信息平台，为学生了解信息、上网学习和日常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 

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培养质量是生命线的办学理念，重视学生素质教育，强化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学校教学管理严格，学风浓郁，人才培养质量

受到社会充分肯定。毕业生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广受社会欢迎，多年来毕业

生就业率都在 95%以上。 

目前，辽工大全体师生员工正按照“提高层次，充实内涵，突出特色，加快

发展”的发展战略，发扬“砺器悟道”的校训精神，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努力

把辽宁工业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特色鲜明、具有较强优势和实力的多科性大学，为

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辽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隶属于辽宁工业大学的二级学院之一，是专门

负责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管理部门和办学实体。其前身是创办

于 1980 年的夜大学，1995 年在原夜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2007

年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 



学院设有招生办公室、教务管理部、函授部、学生工作部、教学督查部、培

训部、团委、学生党支部等管理机构，共有专、兼职管理人员 40 多名，办学形

式有业大、函授，办学层次分专起本科、高起本科和高中起点专科，专业设置齐

全，特色鲜明，共开设 49个本专科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设有函授站点 30余家。 

学院共享辽宁工业大学优越的办学资源，包括师资、图书资料、教学场地、

实验设备以及运动场所等，除此之外学院还独立拥有 3000 平方米的教学大楼和

1000 平方米的办公大楼，教学设施先进齐全。继续教育学院目前有在籍学生 4000

余人。 

学院办学指导思想端正，管理严格、规范，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具有一

整套科学严谨的教学和管理体系，确保成人教育的办学质量。学院始终坚持“从

严治校，质量第一”的办学宗旨，坚持面向社会，按需办学，育人为本，根据社

会需求，不断调整专业结构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多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社会各界急需人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办学成

果。在 2008 年辽宁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高校教学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被

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为“锦州市成人教育先进单位”，被省教育厅评为“成人

教育先进院校”，被省经贸委评为“大中型企业干部工商管理培训先进院校”，

在辽宁省行业问卷调查活动中得到社会较高评价，成为行业高信誉单位。是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点，多种职业资格证考点。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入属国民教育系列，教育部电子注

册，学信网可查询，本科生符合条件者我院有权授予学士学位。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9 月初（省外考生请向当地函授站点咨询具体时间）。 

二、考试时间：每年 10月最后一个周末参加全国成人高考统一入学考试。 

三、报名方法：本人持身份证到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及各地函授站点招生办  

报名，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或索取招生简章。 

四、报名条件：应、往届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生及同等学历的社会各界在 

职人员、从业人员均可报考高中起点本、专科，专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报考专升



本。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经取得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

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的人员。 

五、照顾录取条件： 

1、凡报考我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化工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的考生可降分或加分录取。 

2、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人民警察荣立三等功以上者；归侨子女、华侨

子女、台湾省籍考生。 

烈士子女、烈士配偶；边疆、山区、牧区的考生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

民族考生； 

国防科技工业三线企业单位获得企业表彰的先进生产（工作者）；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的教师。 

3、年满 25 周岁以上者可在总分基础上加 20 分。 

4、所有加分条件不累计，最高加 20 分。 

报名地点：辽宁工业大学（东门）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103 室）及各地函

授站点。 

招生热线：0416-4199168   4198743 

网址：http://www.jxjy.lnut.edu.cn 

 

辽宁工业大学 2018 年拟招生专业一览表 

序号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层次 科类 形式 学制 

1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起本 文/理 函授 5 

2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会计学 高起本 文/理 函授 5 

3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高起本 文/理 函授 5 

4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高起本 艺文/艺理 业余 5 

5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环境设计 高起本 艺文/艺理 业余 5 

6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起本 理 函授 5 

7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车辆工程 高起本 理 函授 5 

8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起本 理 函授 5 

http://www.jxjy.lnut.edu.cn/


9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起本 理 函授 5 

10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物联网工程 高起本 理 函授 5 

11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高起本 理 函授 5 

12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工程造价 高起本 理 函授 5 

13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经济学 专升本 文/理 函授 2.5 

14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金融学 专升本 文/理 函授 2.5 

15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升本 文/理 函授 2.5 

16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英语 专升本 文/理 业余 2.5 

17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专升本 文/理 函授 2.5 

18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市场营销 专升本 文/理 函授 2.5 

19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会计学 专升本 文/理 函授 2.5 

20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1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2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工程造价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3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4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5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车辆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6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7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8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29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0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1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自动化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2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3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4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网络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5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物联网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6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7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8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39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交通运输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40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物流工程 专升本 理 函授 2.5 



 

 

 

 

41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专升本 艺术 业余 2.5 

42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环境设计 专升本 艺术 业余 2.5 

43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专升本 艺术 业余 2.5 

44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专科 理 函授 2.5 

45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科 理 函授 2.5 

46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专科 理 业余 2.5 

47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会计信息管理 专科 理 函授 2.5 

48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 专科 理 函授 2.5 

49 10154 辽宁工业大学 商务英语 专科 文/理 业余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