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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招生简章 

（2021 年秋季学期） 
 

一、学院简介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主要面向成人

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以下

简称“学院”）是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与国家开放大学联合共建的行业学院，

隶属于国家开放大学。学院旨在打造一个促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

才成长的终身学习平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学院特色 

学院服务企业在职职工和社会人员的终身学习，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一体化设计，贯通专科、本科教育层级，打通终身学习的上升通道。

特色课程，学以致用，线上和线下学习相结合。构建的学分银行体系，可

实现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化。 

三、招生专业 

（1）全国招生专业 

本科（专科起点）：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科：应用化工技术（能源化工方向）、工业分析技术、工商企业管理，

安全技术与管理 

（2）定点招生专业（仅限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云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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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科起点）：工商管理、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科：市场营销、会计、建筑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

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 

四、招生对象和条件 

1.本科（专科起点）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 

2.专科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

力人员。 

五、学习方式 

线上线下学习结合，提供时间灵活、方式多元的学习条件。 

六、毕业及颁证 

学生学籍自注册入学起八年内有效，本科、专科专业最短学习年限均

为两年半。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颁发教育部认可的国家开放大学毕业

证书。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www.chsi.com.cn）查询。 

七、报名和缴费 

报名材料：请咨询石油和化工学院当地学习中心。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年 9月 10日 18:00截止。 

报名方式：请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预报名，上传报名材料，由当地学

习中心进行在线预审。预审过后，请持身份证原件及指定报名材料，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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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习中心进行现场审核，现场审核通过后，为学员进行注册，完成报名，

进行缴费。微信报名二维码请联系学习中心获取。 

缴费方式：学费由国家开放大学直接收取，学习中心不以任何形式代

收学费，不以任何名义收取学费以外的任何费用。学费标准详见当地学习

中心招生简章。 

欢迎化工园区或企业组织员工团体报名入学。 

八、招生咨询与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010-64519659，64519624 

监督电话：010-64519532 

也可直接联系各学习中心（联系方式见附件）。 

 

附件：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列表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2021 年 7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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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列表 
 

省、直

辖市、

自治区 
地区 学习中心名称 

北京 北京 北京学习中心 李老师 15611930338 

天津 天津 天津渤化集团学习中心 张老师 13212286598 

山东 

淄博 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学习中心 黄老师 18353368157 

滨州 滨州职业学院京博联合学习中心 高老师 13326282672 

寿光 中德（寿光）化工园区学习中心 张老师 13655367005 

枣庄 鲁南化工高科技园区学习中心 仇老师 13793723316 

潍坊 胶东半岛滨海园区学习中心 张老师 15954404503 

东营 环渤海工业园区学习中心 姜老师 15698081607 

济宁 济宁市技师学院学习中心 韩老师 13583704913 

江苏 

徐州 徐州工业学习中心 李老师 13585471796 

南京 南京江北新区学习中心 戴老师 025-58370589 

南通 如东沿海经济园区学习中心 韩老师 13407581720 

扬州 扬农学习中心 雍老师 18352782111 

浙江 

宁波 宁波学习中心 李老师 13616573842 

杭州 杭州学习中心 吴老师 13185066960 

绍兴 绍兴学习中心 张老师 13989500737 

河南 开封 河南化工技师学习中心 张老师 1383996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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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陕州学习中心 孟老师 13903787686 

新疆 

昌吉 新疆准东园区学习中心 杨老师 13199873295 

乌鲁木齐 新疆中泰集团学习中心 陈老师 15099108115 

河北 

沧州 沧州临港园区大学 崔老师 13932718235 

衡水 河北冀衡集团有限公司学习中心 张老师 13931811016 

黑龙江 大庆 大庆油田学习中心 李老师 13936953933 

吉林 吉林 吉林石化学习中心 于老师 13904403868 

辽宁 

辽阳 奥克学习中心 赵老师 13841972966 

锦州 辽宁省辽西学习中心 岳老师 15841631708 

甘肃 兰州 兰州石化学习中心 陈老师 18993189152 

宁夏 宁夏 宁东现代煤化工学习中心 赵老师 18295585192 

陕西 

西安 陕西鼎祥学习中心 张老师 15353689855 

榆林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王老师 15929122148 

四川 泸州 四川泸天化学习中心 周老师 13198264777 

重庆 重庆 重庆长寿园区学习中心 李老师 13637781672 

湖南 株洲 湖南海利学习中心 田老师 13975310794 

湖北 

宜昌 湖北三宁化工学习中心 陈老师 15171821995 13986777167 

宜昌 湖北兴发化工学习中心 陈老师 18727209648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化工学校学习中心 吴老师 13870853543 

安徽 安庆 安庆学习中心 邢老师 19856399597 

福建 泉州 福建海西石化园区学习中心 陈老师 157597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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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费收费标准 

（单位：元） 

地区 

本科专业 专科专业 

化学

工程

与工

艺 

工

商

管

理 

土木

工程 

工业

分析

技术 

应用化

工技术

（能源

化工方

向） 

安全

技术

与管

理 

工商

企业

管理 

设施

农业

与装

备 

市场

营销 

会

计 

建筑

工程

技术 

北京 8520 7668 8520 7220 7220 7220 6840 7220 6840 6840 7220 

天津 4970 -- -- 4940 4940 4940 4940 -- -- -- -- 

河北 6035 -- -- 4560 4560 4560 4180 -- -- -- -- 

山东 5893 -- -- 5320 5320 5320 5320 -- -- -- -- 

江苏 4899 4899 4899 4370 4370 4370 4370 4370 4370 4370 4370 

浙江 7810 -- -- 8360 8360 8360 -- -- -- -- -- 

河南 5680 -- -- 3040 3040 3040 3040 -- -- -- -- 

新疆 5325 -- -- 4940 4940 4940 4560 4940 -- -- -- 

黑龙江 6390 -- -- 4940 4940 4940 4940 -- -- -- -- 

吉林 4615 -- -- 4180 4180 4180 4180 -- -- -- -- 

辽宁 6745 -- -- 5320 5320 5320 5320 -- -- -- -- 

甘肃 6390 -- -- 6080 6080 6080 -- -- -- -- -- 

宁夏 5680 -- -- 5320 5320 5320 5320 -- -- -- -- 

陕西 5680 -- -- 4560 4560 4560 4560 -- -- -- -- 

四川 4970 -- -- 4560 4560 4560 4560 -- -- -- -- 

重庆 5325 -- -- 5320 5320 5320 4180 -- -- -- -- 

湖南 7810 -- -- 6840 6840 6840 6840 -- -- -- -- 

湖北 7100 -- -- 4180 4180 4180 608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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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5680 -- -- 4180 4180 4180 4180 -- -- -- -- 

安徽 5893 -- -- 4940 4940 4940 4408 -- -- -- -- 

福建 7100 -- -- 6840 6840 6840 684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