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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简章 

（院校代码：11656） 

一、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勤奋学习且具培养前途，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校招生的体检要求，并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报考： 

1.就读广东省普通高校的应届专科毕业生。 

2.在广东省参加普通高考，就读外省普通高校的应届专科毕业生。 

3.广东省户籍的普通高校往届专科毕业生及在报名确认截止日期（2019 年 1 月 9

日）前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毕业生（含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 

4.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之一且报考职教师资专业的考生，必须在报名确认截止日期

（2019 年 1 月 9 日）前取得与报考专业相对应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资格技能等

级证书。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应属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考（或授权）

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省教育考试院主考的专业技能课程 B 级以

上（含 B 级）证书。具体证书种类由招生院校根据专业培养要求指定，并在招生简章

中向社会公布。 

5.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15〕3号）有关精神，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

业后报考我省本年度招收本科插班生的招生院校、专业，实行计划单列；服义务兵役

期间荣立三等功（含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退役士兵考生（应届或往届）

免试入读本年度招收本科插班生的招生院校、专业。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应届毕业生之外的高等学校专科在校生； 

2.非广东省户籍的高等学校专科往届毕业生（含办理了暂缓就业的往届专科毕业

生和毕业后仍持广东省普通高校集体户口的往届专科毕业生）； 

3．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

期内的人员； 

4.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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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方式、时间及报名考试费 

（一）报名方式：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具体如下： 

1.预报名。 

2019 年 1 月 3 日至 6 日（共 4 天）为网上预报名时间，考生通过互联网登录

http://www.eeagd.edu.cn/bcks，进入“广东省本科插班生网上报名系统”进行预报

名，阅读相关报考规定、要求，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录入报名信息，绑定手机号，

采集相片，获取预报名号并设定密码。逾期不再办理预报名手续。 

考生须自行进行在线专科学历学籍验证。已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往届考生，在网

上报名时须在报名系统“专科学历验证”模块输入专科毕业证书信息，进行专科学历

验证，由系统反馈验证结果。验证结果分“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学历验证结果

为 “ 不 通 过 ” 的 考 生 ， 考 生 须 自 行 前 往 学 信 网

（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网上申请专科学历认证。尚未取得专

科毕业证书的应届专科毕业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在报名系统“专科学籍查验”模块输

入本人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等信息，进行专科学籍查验，由系统反馈验证结果。验证结

果分“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学籍查验“不通过”的考生，不予报考。 

考生专科毕业学历验证方法 

（1）考生在预报名时自行在广东省本科插班生招生报名系统中验证专科学历。广

东省本科插班生网上报名系统（网址：http://www.eeagd.edu.cn/ bcks）具有“专科

学历验证”功能。已取得专科毕业证的考生在预报名过程中可自行进行专科学历验证，

由报名系统自动反馈验证结果。该项专科学历验证功能仅限于已取得专科毕业证的考

生进行在线学历验证。 

（2）招生院校在考生报名确认时可根据考生预报名时专科学历验证的结果，进行

下一步操作： 

1.如果考生在报名系统进行专科学历验证结果为“通过”，招生院校可直接进行下

一步报名确认流程。 

2.如果考生在预报名时未在报名系统中进行专科学历验证，报名点可在确认考生

报名资格时，根据考生提供的专科毕业证，在报名系统中点击“验证专科学历证书”

现场验证考生专科学历情况。报名系统将自动记录验证结果。 

3.如果考生在报名系统进行专科学历验证结果为“不通过”，但考生提供了“中国

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招生院校可在报名现场通过登录学信网的“认证报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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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chsi.com.cn/xlrz/index.jsp），输入考生提交的“中国高等教

育学历认证报告”上的证书编号及报告编号现场核查考生的专科学历情况，根据核查

结果在报名系统中“确认报名资格”功能下点击“已验证专科毕业证书”，对专科学历

核查属实的考生进行人工标识设置。 

（3）若考生无法在报名系统通过专科学历验证，也未及时办理“中国高等教育学

历认证报告”，招生院校可以在报名系统中“确认报名资格”功能下点击“待验证专科

毕业证书”以进行下一步的确认报名手续。招生院校必须书面通知考生须尽早自行前

往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网上申请专科学历认证。并

要求其在 2019 年 2 月 21 日前向招生院校提交学历认证报告，逾期不再接受。过期未

提交学历认证报告并因此影响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参加自学考试且已获得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合格成绩，符合毕业条件，

已办理毕业手续，但未领取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毕业生可以报考，确认报名时须交验

省自考办出具的各科成绩合格、毕业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中的证明。 

2.现场确认报名。 

2019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共三天），上午 8:30—11:40，下午 14:30—17:00 为报

名确认时间。请广大考生于规定时间内持有关报名材料亲自前往我校报名确认点（校

本部体育馆茂名市官渡二路 139 号大院,联系电话：0668-2923508）进行报名材料的校

验、缴费，（对于在预报名时相片上传不成功的考生，我校将安排专人协助考生拍照上

传相片）并在报名点打印的《广东省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报名登记表》上签名确认。 

对于已获得专科毕业证书且预报名时学历验证结果为“通过”的考生，有关招生

院校要认真核对考生相关信息，核对无误后可直接进行下一步报名确认流程；对于预

报名时学历验证结果为“不通过”但提交了“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的考生，

招生院校在报名现场通过登录学信网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网址：

http://www.chsi.com.cn/xlrz/index.jsp），输入考生提交的学历认证报告上的证书

编号及报告编号现场核查考生的专科学历情况，根据核查结果在报名系统中“确认报

名资格”功能下点击“已验证专科毕业证书”，对专科学历核查属实的考生，学历情况

设置为“人工验证通过”；对于预报名时学历验证结果为“不通过”且无法出具“中国

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的考生，有关招生院校须书面告知考生必须自行前往学信网

（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网上申请专科学历认证，并于 2019年

2月 21日前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与复印件（A4纸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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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报名时学历验证结果为“不通过”但提交了省自考办出具的各科成绩合格、

毕业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中的“证明”的自学考试考生，招生院校在报名现场通过登录

广东省自考办指定的唯一查询网站 www.stegd.edu.cn/selfec“在线验证模块”，输入

在线验证码进行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在报名系统中“确认报名资格”功能下点击“已

验证专科毕业证书”，对“证明”验证属实的考生，学历情况设置为“人工验证通过”，

且 有 关 招 生 院 校 须 书 面 告 知 考 生 必 须 自 行 前 往 学 信 网

（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网上申请专科学历认证，并于 2019年

2 月 21 日前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与复印件（A4 纸复印）；对“证明”

验证不属实的考生，学历情况设置为“人工验证不通过”，不予办理确认报名手续。 

在报名期间收到招生院校专科学历认证书面通知但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专科毕

业证书验证有效结果的考生，将不能参加考试和本科插班生的招生录取（此类考生考

试成绩将不能作为录取的依据），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二）考生须提交的报名资料 

1.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报名确认时需要递交的材料：①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身

份证正、反面，用 A4纸复印）；②新生录取名册复印件（须加盖考生所在院校名册管

理部门公章，并用红笔在本人名字前打“√”）；③考生在专科就读期间成绩单（须加

盖院校教务处公章）；④经考生签名确认的《广东省 2019年本科插班生报名登记表》；

⑤体检表。 

2.已取得专科毕业证的考生在报名确认时需要递交的材料：①身份证原件与复印

件（身份证正、反面，用 A4纸复印）；②毕业证书原件与复印件（A4纸复印）；如考生

在预报名时报名系统学历验证结果为“不通过”，考生还必须在 2019年 2月 21日前提

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与复印件（A4纸复印）；③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A4纸复印）；④经考生签名确认的《广东省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报名登记表》；⑤体检

表。 

参加自学考试各科考试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但未领取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

毕业生报名时必须交验省自考办出具的各科成绩合格的证明。 

3.报考职教师资专业的考生在报名确认时需要递交的材料：除上述第 1、2点所涉

及的有关应届或往届的报名资料外，还须提交与报考院校专业相对应的中级以上（含

中级）职业资格技能证书原件及复印件（A4纸复印）。如考生已获得与报考院校专业相

对应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资格，但还未获取中级职业资格技能证书的，考生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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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由主考部门出具的考试成绩证明及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资格技能证书编号，

并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前将中级职业资格技能证书原件及复印件递交至报考的招生院

校。考生逾期未提交相关材料将被取消报考资格。 

4.服义务兵役退役的专科考生在报名确认时需要递交的材料：除上述第 1、2点所

涉及的有关应届或往届的报名资料外，还须提交义务兵退出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A4

纸复印）；  

5.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普通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在

完成普通高职（专科）学业后，具有广东省户籍的退役士兵考生在报名确认时需要递

交的材料：除上述第 1、2点所涉及的有关应届或往届的报名资料外，还须提交义务兵

退出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A4纸复印）及立功登记表、立功证书原件及复印件（A4纸

复印）。 

6.考生可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ecogd.edu.cn）或我校招生信息

网（http://zs.gdupt.edu.cn）上下载《广东省 20   年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体格

检查表》，并持打印好的体检表(A4 双面打印)自行前往二级甲等（含）以上医院或相

应的医疗单位进行体检，报名确认时须向我校提交体检结果（体检表有效期：2018 年

12月 9日至 2019 年 1 月 9日）。 

（三）报名资料的审查 

1.我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对考生报名材料进行审查。院校经办人在查验考生提供的

证明材料原件属实后在考生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上加具“与原件相符”，查验经办人

签名及查验日期并加盖公章。院校留考生证明材料复印件备查，将考生证明材料原件

退还考生。考生只能报考一所院校一个招生专业。根据招生专业的课程要求，考生原

就读专业所属科类必须要符合条件（详见附件《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

招生专业目录》的说明），不在范围内专业的考生不能报考。被录取的插班生入学后

不得转专业。 

2.我校将认真核对考生相关信息，包括专科学历验证情况或考生出具的“中国高

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的真实有效性。 

3.报考职教师资专业的考生，我校还将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网

址：http://www.gdhrss.gov.cn/），对考生提交的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主考（或授权）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技能证书进行核查。 

考生凭无效证件或其他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证件报名的，何时发现，何时取消考生

http://www.gdhrss.gov.cn/），对考生提交的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考（或授权）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技能证书进行核查。
http://www.gdhrss.gov.cn/），对考生提交的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考（或授权）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技能证书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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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录取资格，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因招生工作人员工作不负责任，准予

不具备报名资格考生报考的，将追究其责任，并通报批评。 

（四）报名考试费：每人 200元。（现场确认报名时上缴） 

三、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除英语以外的专业招生考试科目为五门，其中省统一考试三

门，高校自主考试两门专业课。省统一考试的三门为《政治理论》、《英语》和《专

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包括《大学语文》、《高等数学》、《管理学》、《教

育理论》、《艺术概论》、《民法》、《生态学基础》，高校可根据专业特点选择其

中一门。 

英语专业考试科目为五门，包括两门统考科目为《政治理论》、《大学语文》，

及三门专业课，不考统考科目《英语》。 

考试各科满分为 100 分，五科总分为 500分。每科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省统一考试科目的考试大纲由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教育部专科升本科同一层次的要

求编写确定，详见《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 2019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大纲及专业目录》。 

准考证由考生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上自行打印，请留意网站通知，我校不负

责准考证的打印。 

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至 10 日（星期

日）两天，具体安排见下表：  

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时间表（北京时间） 

项目 

日期 

上午 下午 

时间 科目 时间 科目 

3月 9日 
8:00-10:00 政治理论 

15:00-17:00 专业基础课 
10:30-12:30 英语 

3月 10日 9:00-11:00 专业课 1 15:00-17:00 专业课 2 

英语专业口语、听力考试，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考试时间由学校自行决定并通

知考生。 

考生考试地点详见《准考证》。考生须在考试前一天到考点熟悉试室分布情况。 

统考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辅助评卷，考生必须在答题卡右上角粘贴考生条形码（横

向粘贴），用自备的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客观题对应信息点，用自备的黑色字迹签

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答主观题。各题目不按指定位置答题或超出答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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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该题答题无效。考生答题时不得另附答题纸。因用笔不当造成答题字迹模糊影

响评卷效果的，其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 

四、录取 

（一）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招生由省招生委员会根据年度招生计划和考生成绩情

况划定五门考试科目总分和省统考三科总分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最低录取分数线分文

科类、理科类、体育类、艺术类和英语类专业划定。其中，文科类专业包括全省统考

的《大学语文》、《民法》、《教育理论》、《管理学》等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理科类专

业包括全省统考的《高等数学》、《生态学基础》等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体育类、艺

术类单独划线。英语类专业为五门考试科目总分和省统考两门科目总分单独划线。我

校将在省招生委员会划定的两条最低录取分数线上按五科总分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考生。 

（二）具有普通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填报普通高等学校志愿的，将根据考生

志愿及成绩情况单独划线。 

（三）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含三等功）以上奖励的普通高职（专科）在校生（含

高校新生），在完成普通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学。 

（四）普通高校本科插班生录取根据考生报考专业及对应的专业课考试成绩择优

录取，不得跨专业录取。 

（五）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

考本科插班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考生未能提供相关档案，我校不予录取。

考生必须提供真实的档案材料。考生凡持假证明、假文凭等虚假材料报名考试的，取

消考试资格；已被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已取得学籍的，取消学籍。 

（六）我校将严格按省招生办规定的录取时间办理录取审核手续。学校送审时，

将携带考生现场报名时由我校经办人查验属实且加具“与原件相符”的所有证明材料

复印件及报名登记表、体检表原件。 

省招生委员会公布招生录取分数线后，各院校需将录取分数线以上考生的以下资

料扫描后上传至“广东省本科插班生管理系统”，供省招生办网上录取时审核。 

1.报名登记表上“证书验证结果”栏为“手工验证”的考生：专科毕业证书和《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验证报告》。 

2.报考职教师资专业考生：考生符合要求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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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普通高校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考生：民政部门颁发的士兵退役证、符

合规定的立功证书。 

（七）新生录取通知书必须由高校法人代表签署并加盖学校公章。 

（八）新生入学后的体检复检工作，由各普通高等学校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进行。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及教育部《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教学

司函〔2010〕22号）要求执行，复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九）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普通高校在新生入学时要对新生专科学历进行复

核，复核未通过的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并按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五、入学收费标准 

被录取考生入学收费标准将按省发改委的规定执行。 

六、本科插班生在校学习期间的管理 

本科插班生为国家任务生，秋季入学，全日制脱产学习。插班生入学后，由学校

进行专科毕业资格、思想政治、业务、健康情况复查。复查合格并经注册后，即成为

学校的正式学生，插入本科专业三年级学习，并按插入年级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七、本科插班生毕业与就业 

本科插班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相应学分，德、智、体考核合格，

符合相应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本科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八、招生办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招生办公室（广东省茂名市官渡二路 139号，邮编 525000） 

电话：0668-2923508          传真：0668-2981099 

网址：http://zs.gdupt.edu.cn 

 

 

附件：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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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插班年级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课指定参考书 

收费标准（元/年） 考生专

科就读

专业科

类要求 

院系咨 

询电话 备注 

学费 住宿费 

0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 2017 高等数学 
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第 2版），肖衍繁，李文斌主

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有机化学》（第二版）徐寿昌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536 

不招色弱

色盲 

002 应用化学 20 2017 高等数学 
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第 2版），肖衍繁，李文斌主

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有机化学》（第二版）徐寿昌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536 

不招色弱

色盲 

003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0 2017 高等数学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化学》（第五版），潘祖仁主编，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 5月； 

《高分子物理》（第 4版）华幼卿主编，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 9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536 

不招色弱

色盲 

004 环境工程 20 2017 高等数学 
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第 2版），肖衍繁，李文斌主

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有机化学》（第二版）徐寿昌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81102 

不招色弱

色盲 

005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0 2017 高等数学 
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第 2版），肖衍繁，李文斌主

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有机化学》（第二版）徐寿昌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81102 

不招色弱

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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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插班年级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课指定参考书 

收费标准（元/年） 考生专

科就读

专业科

类要求 

院系咨 

询电话 备注 

学费 住宿费 

00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20 2017 高等数学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 

《机械设计基础》，蔡业彬主编，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2014年 3月；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2版），吕明主编，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526 
 

007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

程 
20 2017 高等数学 

机械设计基础 

化工设备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蔡业彬主编，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2014年 3月； 

《过程设备设计》(第四版)郑津洋，桑芝富

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11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526 

不招色弱

色盲 

008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 
20 2017 高等数学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工程材料及

成型工艺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蔡业彬主编，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2014年 3月； 

《机械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基础》，张至丰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4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526 
 

009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10 2017 高等数学 

自动控制原理 

工厂企业供电 

《自动控制原理简明教程》（第二版)，胡寿

松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2月； 

《工厂供电》（第 3版）刘介才主编，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4年 5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155 
不招色盲 

010 自动化 10 2017 高等数学 

自动控制原理 

单片机原理与应

用 

《自动控制原理简明教程》（第二版)，胡寿

松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2月；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实例驱动和

Proteus仿真》（第 3版）李林功主编，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6年 2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155 
不招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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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插班年级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课指定参考书 

收费标准（元/年） 
考生专科

就读专业

科类要求 

院系咨 

询电话 备注 

学费 住宿费 

011 土木工程 20 2017 高等数学 
结构力学 

混凝土结构 

《结构力学》第四版，胡兴国等主编，武汉

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月； 

《混凝土结构》，郭继武主编，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11年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572 
 

012 数学与应用数学 25 2017 高等数学 
高等代数 

数学分析 

《高等代数》，张禾瑞、郝鈵新编，2007年

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讲义》，刘玉琏等编，2008年第

5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357 
 

013 地理科学 20 2017 高等数学 
自然地理学 

中国地理 

《自然地理学》，伍光和等编，2008年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理》，赵济、陈传康主编，2004年

3月第 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0668- 

2923357 
不招色盲 

014 市场营销 20 2017 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 

消费者行为学 

《市场营销学》，吴健安主编，2011年第四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消费者行为学》，符国群主编，2015年第

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45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574 
 

015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 2017 管理学 
西方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六版），高鸿

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国际贸易学》（第二版），董瑾主编，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0年 

45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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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插班年级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课指定参考书 

收费标准（元/年） 考生专科

就读专业

科类要求 

院系咨 

询电话 备注 

学费 住宿费 

016 法学 15 2017 民法 
法理学 

刑法学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2018年 7月第 5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2017年 8

月第 8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45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131 

0668- 

2923132 

 

017 汉语言文学 20 2017 大学语文 
古代文学 

现代汉语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第 3版上、下），于非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现代汉语》（第 2版上册、下册），黄伯荣、

李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5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131 

0668- 

2923132 

 

018 历史学 10 2017 大学语文 
中国古代史 

世界近代史 

《中国通史》（上），林丙义主编，2013年，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史》（近代卷），刘新成、刘北成主编，

2007年 12月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45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131 

0668- 

2923132 

 

019 
学前教育 

（师范） 
10 2017 教育理论 

幼儿心理学 

学前教育学 

《幼儿心理学》，陈帼眉主编，2017年第 2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前教育学》，黄人颂主编，2015年第 3版，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5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131 

0668- 

2923132 

不招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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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9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插班年级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课指定参考书 

收费标准（元/年） 考生专科

就读专业

科类要求 

院系咨 

询电话 备注 

学费 住宿费 

020 英语 48 2017 大学语文 

综合英语 

英语写作 

英语阅读 

《新编英语教程》(第三版，1-4册），梅德明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写作手册》（英文版），丁往道、吴冰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商务英语阅读》，董晓波编，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2011年 11月 

5190 700-1500 

工科 

理科 

文科 

0668- 

2923343 
 

021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 
15 2017 教育理论 

体育管理学 

体育社会学 

《体育管理学》（第 3版），张瑞林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体育社会学》（第 3版），卢元镇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190 700-1500 体育 
0668- 

2981113 

不招色

弱色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