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 2018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 兰州大学简介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位于甘肃省省会兰州

市，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2017 年 9

月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A 类）。2000 年 7月被教育部批准为网络

教育试点高校，2018 年继续面向社会招收成人教育学生。 

● 招生层次、专业、学习形式、学制 

以下教学站点各专业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1.兰州大学直属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基础医学院 
2000元/年 3 年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2000元/年 

基础医学院：田老师  联系电话：0931-8915029 

2.甘肃卫生职业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甘肃省卫生

职业学院 

2000 元/年 

3 年 
口腔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刘老师    联系电话: 0931--8262328 

3.陇东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陇东学院 

2000 元/年 

3 年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高起专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田老师     联系电话：0934-8658713 

4.武威职业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口腔医学 医学 业余 

武威职院 

2000 元/年 
3 年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法学 法学 函授 1700 元/年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药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汉语言文学 文学 函授 1700 元/年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高起专 

护理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2000 元/年 

临床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薛老师       联系电话：0935-6975073 

5.陇南市卫生学校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陇南卫校 

2000 元/年 

3 年 

药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口腔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高起专 
护理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孙老师     联系电话：18993912858 

6.天水市卫生学校教学点 

 

 

 

 

 

 

7.甘肃医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甘肃医学院 
2000 元/年 

3 年 
口腔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王老师    联系电话：0933-8611031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天水卫校 

2000 元/年 

3 年 

药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口腔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高起专 

护理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谢老师    联系电话：0938-8236922 



8.临夏回族自治州卫生学校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临夏州卫校 

2000 元/年 

3 年 
高起专 

护理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临床医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喇老师  联系电话：0930-6226734 

以下教学站点各专业采用混合教学模式: 

9.兰州大学直属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药学 医学 业余 药学院 2000元/年 3年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文学 函授 文学院 1700元/年 3年 

药学院： 陈老师     联系电话：13993107353 

文学院： 张老师     联系电话：0931-8913752 

10.甘肃远大继续教育专修学院教学点 

 

 

 

 

 

 

 

11.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工学 函授 

甘肃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1800 元/年 

3 年 

工商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行政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金融学 经济 函授 1700 元/年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联系老师：王老师   联系电话：0938-8365033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工学 函授 

兰州市安宁

区健康路 6

号（省委党

校内） 

1800 元/年 

3 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金融学 经济 函授 1700 元/年 

工商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行政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汉语言文学 文学 函授 1700 元/年 

法学 法学 函授 1700 元/年 

高起专 护理 医学 业余 2000 元/年 

联系老师：南老师   联系电话：18189597680 



12.陇东专修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陇东专修学

院 

2000 元/年 

3 年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行政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汉语言文学 文学 函授 1700 元/年 

法学 法学 函授 1700 元/年 

土木工程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联系老师：赵老师  联系电话：15213848800 

13.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土木工程 工学 函授 

兰州资源环

境职业学院 

1800 元/年 

3 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工商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联系老师：李老师     联系电话：18993152119 

14.天水市电大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行政管理 管理 函授 

天水市电大 

1700 元/年 

3 年 

金融学 经济 函授 1700 元/年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土木工程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工商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汉语言文学 文学 函授 1700 元/年 

法学 法学 函授 1700 元/年 

联系老师：裴老师   联系电话：18193819808 

15.酒泉市卫生学校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 业余 酒泉卫校 2000 元/年 3 年 

联系老师：杜老师   联系电话：0937-2689816 

16.合肥电大函授站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药学 医学 函授 

合肥电大 

1700 元/年 

3 年 护理学 医学 函授 1700 元/年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 函授 1500 元/年 

联系老师：郑老师  联系电话：0551-62691062 



17.青海民族大学函授站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青海民大 

南校区 

1700 元/年 
3 年 

汉语言文学 文学 函授 1700 元/年 

联系老师：严老师    联系电话： 0971-8804640 

18.兰州工业学院教学点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形式 授课地点 收费标准 学制 

专升本 

会计学 管理 函授 

兰州工业 

学院 

1700 元/年 

3 年 

工商管理 管理 函授 1700 元/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土木工程 工学 函授 1800 元/年 

金融学 经济 函授 1700 元/年 

联系老师：魏老师    联系电话：0931-2862720 

 

●报考条件（仅供参考，以省教育考试院要求为准）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进步，品德优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年

满 18 周岁。 

2.报考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报考

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的国民教育序列高等学

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大学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 

3.报考医学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 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临床医学（妇幼方向）等临床医学类专业

的人员，应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职业助理医师及以上

资格证书。 

   ★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 报考医学类的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

专业技术人员。 

   ★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考生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报名时间与方式 

  1. 2018年甘肃省成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 2018年 8月下旬（具

体时间以省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 



  2.考生须先在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现场确认。

报名网址：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http://www.ganseea.cn/ （公共网） 

http://www.gszs.edu.cn（教育网）。 

3.现场确认时间：2018年 9月上旬(具体时间以省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 

4.现场确认地点：各市（州）招办及所辖报名点。 

●考试科目 

★高中起点升专科 

类别 考试科目 

文史类 语文、数学（文史类）、英语 
理工类 语文、数学（理工类）、英语 

★专科起点升本科 

类别 专业基础课 公共课 

文史类 大学语文 

政治、英语 

理工类 高等数学（一） 
经济管理类 高等数学（二） 
法学类 民法 
医学类 医学综合 

●考试日期 

2018 年 10 月中旬（以准考证通知时间为准）。 

●录取、入学 

1.根据教育部和省招生办有关规定，考生成绩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我

校将择优录取。 

2.入学时间：2019 年春季。 

●毕业文凭及学位证书 

学生按教学计划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且考试成绩合格，颁发教育部

统一印制的兰州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实行国家电子注册），

国家承认其学历。本科毕业生符合兰州大学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印制的兰州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咨询方式 

    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主页上开设招生工作专栏，及时发布兰

州大学 2018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有关信息，欢迎考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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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http://dec.lzu.edu.cn/点击“继续教育”入口，进入继续教育主

页。 

学院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199 号杏林楼 

咨询热线： 400-093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