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放大学文件 

国开招〔2018] 9 号 

关于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招生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分部，各相关学院： 

现将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招生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报专业 

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开设专业 133 个（合并方向）。其中， 

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30 个（合并方向）；专科专业 103 个（合并 

方向）。招生专业见附件 1，部分专业定点招生范围见附件 2。 

根据申报单位和专业类型不同，新增专业的管理实行备案和审 

批两种方式。 

（一）申报方式一备案 

1．各分部在总部公布招生专业范围内自主决定招生专业，如需 

新增招生专业，报总部备案。分部每季新增拟招生的本科专业和专

科专业均不超过 3 个。 



2．分部新增专业，应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管理系统”内填写拟

新增专业基本信息及师资情况后，提交拟新增专业报告。 

3．学习中心招生专业由分部审批后，报总部备案，并通过招生

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学习中心每季新增本科和专科专业均不超

过 3 个。 

（二）申报方式一审批 

按照《关于开展招生管理改革工作的通知》（国开招〔2017) 1 

号）要求，分部或学习中心超出新增数量限制的专业、拟新增的护理

学、药学和药品经营管理专业，以及拟在其他分部开展招生的分部

建设专业（共享专业）仍由总部审批。各相关学院及所属学习中心

新增专业也须经过总部审批。具体要求如下． 

1．各分部、相关学院新增专业如需总部审批，应在招生管理系

统内填写拟新增专业基本信息及师资情况后，提交拟新增专业报告、 

拟新增专业办学条件及新增专业师资情况表、拟新增专业实施性专

业规则表（excel 格式）、实施性专业规则文字说明、专业教学实施

方案（细则）等文件。 

2．开设护理学、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应提供当地教育、 

卫生行政部门的书面同意文件。 

3.2018 年秋季分部建设专业（共享专业）的招生范围按照“定点

招生专业及招生范围”（见附件 2）执行，不扩大招生范围。 

4．学习中心新增招生专业如需总部审批，各分部、相关学院提

交拟新增专业报告、拟新增专业汇总表、拟新增专业办学条件及新

增专业师资情况表等文件，并通过招生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 

二、招生计划 



1.20 18 年秋季，总部将严格控制各分部、学院的招生计划，严禁

超出计划数量进行“计划外”招生。 

2．各分部、相关学院要做好生源调研，根据调研情况进行招生计

划申报，总部审批。 

3．总部根据各分部和学院教学支撑能力、往季招生规模和申报人

数确定招生计划。在总部招生计划总范围内，招生计划向本科专业

倾斜，本科专业招生计划优先审批。 

4．各分部继续实施“招生规模自控”和“专业招生计划横向调剂”， 

各学院的“一村一”、“助力计划”专业实施“招生计划横向调剂”，分

部和学院负责调控各专业、各学习中心招生规模。 

三、新增学习中心 

根据申报单位和学习中心类型不同，新增学习中心的管理实行

备案和审批两种方式。 

（一）申报方式一备案 

1．分部审批本区域内学习中心，报总部备案。每年每所分部新

增学习中心不超过 10 个。 

2．分部报送拟新增学习中心纸质申请报告至总部，同时通过国

家开放大学招生管理系统填报拟新增学习中心基本信息、教师配备、 

设施情况等内容。 

3．总部收到备案材料后，将在国家开放大学阳光招生平台对新

增学习中心信息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无异议后，总部将在“国家开

放大学招生管理系统”建立新增学习中心账户，分部可组织新增学习

中心开展招生工作。 

4．原则上不得跨区域在其他分部招生范围内设立学习中心。如 



有特殊需求，省级分部和所在省的中心城市分部需在对方办学区域

内设立学习中心，须与对方协商，经对方分部同意后，将纸质申请

报告和对方分部书面意见报总部备案。 

（二）申报方式一审批 

特殊类型的拟新增学习中心仍由总部审批，具体要求按照《关

于开展招生管理改革工作的通知》（国开招「2017] 1 号）执行。各相关

学院新增学习中心须由总部审批。具体要求如下： 

1．各分部、相关学院实地考察后，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管理系

统”内填写拟新增学习中心基本信息、教师配备、设施情况等内容， 

并提交拟新增学习中心纸质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含《国家开放大

学学习中心申报表》（一式三份）、拟新增学习中心单位资质证明的

复印件、各类教学设施实物相片及校园环境相片、分部实地考察报

告等文件。各相关分部、相关学院依托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和企业申

请学习中心时，需提供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并且该

机构和企业应具有 3 年以上办学经历、办学条件良好、管理规范。 

2．拟招收“一村一”和“助力计划”相关专业的新增学习中心，不再

实行单独申报，按普通学习中心申报要求执行。现有教学点（学习

中心）拟申报“一村一”、“助力计划”学习中心的，按备案程序执行， 

不需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管理系统”内填写拟新增学习中心基本信

息、教师配备、设施情况等内容，只提交拟新增学习中心纸质备案 

3．被撤销的学习中心，办学条件和相关工作状况有明显改善并

拟开展招生工作，从撤销之日起满一年后，可以按照新增学习中心

的相关要求申请恢复，提交恢复申请和整改报告，报总部审批。 

申请 l 扩N O 



4．总部审核报送材料，并选择部分新增学习中心实地考察后， 

批准设立相关学习中心，并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管理系统”建立学

习中心账号。 

申报要求 

1．各分部、相关学院招生申报材料应以学校正式文件报国家开

放大学总部，相关申报表格可从“国家开放大学招生管理系统 

(zhaosheng.ouchn.cn )”下载打印，经主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并加盖学

校公章。 

2．招生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31 日，请各分部、相

关学院于截止日期前完成系统填报及书面申报材料上报工作。 

3．国家开放大学总部根据各分部、相关学院申报情况，确定并

印发 2018 年秋季招生方案。 

联系方式 

1．总部招生办公室 

联系人：杨力、门海龙 

联系电话：(010)57519567、 57519566 

E - mail: zhaoshb@ouchn.edu.cn  

2．招生管理系统技术服务 

联系人：杨智勇 

联系电话：(0 10)575 19539 

E - mail: yangzhiyong@ouchn.edu.cn  



附件：1．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招生专业 

2．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定点招生专业及招生范围 

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18 年 6 月 4 日印发 



附件 1: 

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招生专业 

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开设专业 133 个（合并方向）。其中， 

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30 个（合并方向）；专科专业共 103 个（合

并方向）。 

（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金融学、金融学（蒙汉双语方向）、法学、法学（维汉双语方 

向）、法学（蒙汉双语方向）、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学前教师教

育方向）、学前教育（幼儿园管理方向）、学前教育（0-3 岁婴幼儿

教育方向）、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维汉双语方向）、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方向）、汉语言 

（维汉双语方向）、英语（师资培养方向）、商务英语、广告学、 

广告学（设计与制作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矿山机械方向）、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采矿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药

学、护理学、工程造价、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会计学（蒙

汉双语方向）、财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 

公共事业管理（学校管理方向）、公共事业管理（社会教育及应用

心理方向）、行政管理、行政管理（维汉双语方向）、行政管理（人

事系统方向）、物流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此外，“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招生专业有：园艺、农村区

域发展、行政管理（村镇管理方向）。 

（专科专业 



园艺技术（都市园艺方向）、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物业管理、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导

弹工程方向）、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军械工程方向）、飞机机载设

备维修技术（电子对抗工程方向）、飞机机载设备维修技术（雷达

工程方向）、飞机机载设备维修技术（通信导航方向）、飞机机载

设备维修技术（仪电与电子工程方向）、药品经营与管理、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管

理与维修方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

管理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网页设计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 

（楼宇智能化工程方向）、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信息安全与管理（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方向）、护理、药学、药学（天

然药物方向）、健康管理、金融管理、金融管理（蒙汉双语方向）、 

证券与期货、保险、保险（蒙汉双语方向）、投资与理财、投资与

理财（蒙汉双语方向）、信用管理、会计、会计（蒙汉双语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企业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特许经营管理方

向）、工商企业管理（由卜政营销方向）、市场营销（行业营销方向）、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方向）、市场营销（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向）、 

汽车营销与服务、茶艺与茶叶营销（茶叶评审与营销方向）、茶艺

与茶叶营销（茶文化方向）、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物流管理、物

流管理（由卜政方向）、旅游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乡村旅游开发

与管理方向）、酒店管理、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室内艺术设计、美术（杨柳青年画方向）、表演艺术（舞蹈方向）、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藏汉双语方向）、影视动画、传播与策划、 

汉语（维汉双语方向）、应用韩语、文秘、社会体育、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维汉双语方向）、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维汉双语方向）、 

小学教育（蒙汉双语方向）、体育教育、法律事务、法律事务（维

汉双语方向）、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老年方向）、社区管理与服

务、公共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协调方

向）、公共事务管理（学校及社会教育管理方向）、行政管理、行

政管理（基层管理方向）、行政管理（维汉双语方向）、行政管理 

（蒙汉双语方向）、行政管理（空军方向）、老年服务与管理、汉

语言文学、英语（师资培养方向）、英语（经济贸易方向）、英语 

（国际旅游方向）、数控技术、工业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招生专业有：作物生产技术、设施 

农业与装备、休闲农业、园艺技术、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农业经

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农村电子商务方向）、林业技术、园林技术、 

畜牧兽医、畜牧兽医（畜牧方向）、食品加工技术、计算机信息管

理（农村信息管理方向）、工商企业管理（乡镇企业管理方向）、 

电子商务（农副产品营销方向）、法律事务（农村法律服务方向）、 

行政管理（村镇管理方向）、家庭农场经营管理。 

“助力计划”项目招生专业有：煤矿开采技术、矿山机电技术（矿

山机电设备运行与管理方向）、矿井通风与安全、安全技术与管理、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风力发电工程技术、光

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材料与器件方向）、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光伏电池与系统方向）、黑色冶金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水

利工程（节水灌溉方向）、数控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焊接

技术与自动化、工业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

梯方向）、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能源化 



工方向）、应用化工技术（涂料技术方向）、服装设计与工艺、粮

食工程技术、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汽车运

用与维修技术、空中乘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电子产品工艺与维护方向）、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眼视光技

术、工商企业管理（生产运作管理方向）、连锁经营管理、汽车营

销与服务、网络营销、物流管理、物流管理（国际航运方向）、会

展策划与管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采矿工程、煤矿安全技术与管

理、机械电子工程与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计

算机网络技术（网页设计方向）、计算机信息管理。 

（三）2018 年秋季新停止招生专业（在 2018 年春季招生方案

基础上） 

1．专科 

模具设计与制造（开放、助力）、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开放、 

助力） 

2．本科（专科起点） 

汉语言文学（国际汉语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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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开放大学 2018 年秋季定点招生专业及招生范围 

专业 

层次 

序
号
 

专业名称 招生范围 

本科 

1 法学（蒙汉双语） 

内蒙古分部 2 金融学（蒙汉双语） 

3 会计学（蒙汉双语） 

4 法学（维汉双语） 

新疆分部 
5 小学教育（维汉双语） 

6 汉语言（维汉双语） 

7 行政管理（维汉双语） 

8
  

行政管理（人事系统方向） 
青海分部 

福建分部 

9 行政管理（村镇管理方向） 湖南分部 

10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学院 

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矿山机械方向） 
煤炭学院 

12 采矿工程 

13 工程造价 
天津分部 

14 会展经济与管理 

专科 

I 金融管理（蒙汉双语方向） 

内蒙古分部 

2 投资与理财（蒙汉双语方向） 

3 保险（蒙汉双语方向） 

4 小学教育（蒙汉双语） 

5 会计（蒙汉双语方向） 

6 行政管理（蒙汉双语） 

7 法学（维汉双语） 

新疆分部 

8 行政管理（维汉双语） 

9 汉语言（维汉双语） 

10 小学教育（维汉双语） 

11 学前教育（维汉双语） 

12 影视动画 广州分部 

U 



13 药学（天然药物方向） 河北分部 

14 茶艺与茶叶营销（茶文化方向） 

安徽分部 

广西分部 

福建分部 

江西分部 

重庆分部 

15 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协调方向） 

福建分部 

深圳分部 

青海分部 

16 表演艺术（舞蹈方向） 深圳分部 

17 茶艺与茶叶营销（茶叶评审与营销方向） 

福建分部 

重庆分部 

广西分部 

湖南分部 

18 网络营销 

长春分部 

深圳分部 

残疾人教育学院 

19 景区开发与管理（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方向） 海南分部 

20 公共关系 
广西分部 

21 健康管理 

22 体育教育 河北分部 

23 社会体育 
天津分部 

24 美术（杨柳青年画方向） 

2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藏汉双语方向） 青海分部 

26 行政管理（空军） 

空军学院 

27 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2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导弹工程方向） 

29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军械工程方向） 

3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管理与维修方向） 

31 飞机机载设备维修技术（电子对抗工程方向） 

32 飞机机载设备维修技术（雷达工程方向） 

33 飞机机载设备维修技术（通信导航方向） 

34 飞机机载设备维修技术（仪电与电子工程方向） 

35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 
福建分部 

武汉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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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子商务（农副产品营销方向） 甘肃分部 

37 农业经济管理（农村电子商务方向） 浙江分部 

38 应用化工技术（能源化工方向） 山西分部 

39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梯方向） 沈阳分部 

40 物流管理（国际航运方向） 青岛分部 

41 机械电子工程与管理 广州分部 

42 应用化工技术（涂料技术方向） 
广州分部 

武汉分部 

43 黑色冶金技术 天津分部 

44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甘肃分部 

4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广州分部 

西安分部 

四川分部 

46 网络营销 深圳分部 

4'-7 服装设计与工艺 
广州分部 

青岛分部 

48 粮食工程技术 
黑龙江分部 

49 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 

50 连锁经营管理 
广州分部 

实验学院 

51 眼视光技术 

成都分部 

西安分部 

广州分部 

陕西分部 

52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四川分部 

53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内蒙古分部 

54 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 沈阳分部 

55 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方向） 甘肃分部 

56 工商企业管理（生产运作管理方向） 
广州分部 

青岛分部 

57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铸造学院 

58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软件学院 

59 矿井通风与安全 
煤炭学院 

60 矿山机电技术（矿山机电设备运行与管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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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煤矿开采技术 

62 空中乘务 
哈尔滨分部 

广州分部 

63 安全技术与管理 西安分部 

64 工商企业管理（特许经营管理方向） 北京分部 

65 工商企业管理（由卜政营销方向） 
邮政学院 

66 物流管理（邮政方向） 

67 社区管理与服务 
社会工作学院 

北京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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