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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2020 年招生简章》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 2020 年招生工作，现将《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2020 年招生简章》予以印发，特此通知。 

 

附件 1：《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2020 年招生简章》 

附件 2：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名单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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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2020年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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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开放大学批准设置的行业学院，隶属于国家开放大学，

是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唯一一所同时提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新型

高等院校。学院旨在建设一个既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又能促进技

能型人才成长的终身学习平台。 

二、学院特色 

学院服务企业在职职工和其他社会人员的终身学习，贯通教育层级，

打通终身学习的上升通道。学院构建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可以实现学生

学习成果的积累和转化，学生已有学习成果可以互认互通，免修相应学分

和课程，提高学习效率。 

学院整合行业优质教育资源，所开设专业课程由全国知名院校和企业

联合开发，校企双主体办学，校企协同育人，课程内容符合产业发展最新

需求，并融合企业典型案例教学，行业知名教师授课，重视实践，学以致

用。 

三、招生专业 

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科：工业分析技术 

四、招生对象和条件 



1.化学工程与工艺（本科）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的高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企业在

职职工和其他社会人员均可报名。 

2.工业分析技术（专科） 

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企业在职职工和其他社会人员均可报名。 

五、入学水平测试 

入学水平测试由学院按照国家开放大学统一要求组织实施。 

六、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学习结合，全日制和业余学习结合，提供时

间灵活、方式多元的学习条件。学生主要利用文字教材、微课程和网络课

程等多种媒体资源和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进行学习，可点播和查看网上教

学资源在线学习，利用论坛、网上直播和视频系统等网络交互手段与同学、

教师进行学习交流，也可以到学习中心参加集中面对面学习或参加小组学

习。完成课程作业，参加课程考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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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在学籍有效期内取得规定的毕

业所需学分、思想品德鉴定符合要求，准予毕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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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全年接受招生报名。 

注册时间：春季 2 月注册，秋季 8 月注册。 



报名地点：学院不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招生，报名学员请务必到国家

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全国各学习中心就近报名，维护自身权益，谨防

上当受骗。全国各学习中心联系方式见附件。 

九、石油和化工学院业务咨询和监督 

石油和化工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10-64519624 

石油和化工学院招生监督电话：010-64519532 

企业团体报名咨询电话：18810305956（微信） 



附件 2：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联系方式 

 

招生 

代码 

省、直

辖市、

自治区 

学习中心名称 联系人 座机 手机 报名地址 

61001 黑龙江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大庆油田学习中心 于海燕 0459-5870048 13804657110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培训

部成人学历教育科招生办 110 室 

61002 天津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天津渤化集团学习中心 李文彬 022-28131606 13132093951 
天津市河西区九连山路 11号天津渤海职业技

术学院 101 继续教育办公室 

61003 江苏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徐州工业学习中心 李文姬 
0516-85782183 

0516-85959000 
13585471796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襄王路 1 号徐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11 室 

61004 甘肃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兰州石化学习中心 黄建华 0931-7941457 18993189551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山丹街 1 号实训楼 302

室 

61005 吉林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吉林石化学习中心 于占宝 0432-64644337 13904403868 
吉林市丰满区恒山西路 15号吉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北侧三楼校企合作部 



61006 上海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上海华谊集团学习中心 王维维 -- 18918700986 上海华谊学习中心上海市真南路 1008 号 

61007 山东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中德（寿光）化工园区学

习中心 

郝清峰 

辛  超 
-- 

13884716647 

15806482669 

山东省寿光市羊口化工产业园黄海路山东默锐科技

有限公司工学院一楼 

山东省寿光市滨海（羊口）经济开发区渤海大道

5201 号,致知楼南楼 311 室 

61008 宁夏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宁东现代煤化工学习中心 

赵  杰 

薛新巧 

0951-2018006 

0951-5618915 

18295585192 

15909671008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大连路 531 号宁夏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分析检验楼 303 室/能源化工楼

301 室 

61009 四川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四川泸天化学习中心 

陈显均 

罗  飞 
0838-3630271 15196099726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省泸州市瓦窑坝 66 号

行政楼 2 楼继教处 

泸天化集团四川省泸州市沪天化集团 1616 

61010 新疆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新疆中泰集团学习中心 卫馨月 0991-3073771 18140751717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中泰集团科技大楼 1407 室 

61011 北京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北京学习中心 李建伟 010-81292340 15611930338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19号北京石油化工学

院 1 号楼 1 层继续教育学院 5104 远程教育办

公室 

61012 河南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河南化工技师学习中心 张迎新 0371-22217309 13839966335 
开封市东京大道与第七大街交叉口河南化工

技师学院信息楼 209 办公室 

61013 江苏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南京江北新区学习中心 

谈晟坚 

戴晓炜 

025-57065133 

025-58370589 

13505145786 

13851761856 

南京市江北新区欣乐路 188 号励志楼 307 继

续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61014 河南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陕州学习中心 赵  扬 0371-67842026 13783644189 郑州市郑上路 548 号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0371-67842209 

0371-67842135 

招生处 

61015 河北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沧州临港园区大学 于兆华 
0311-85110111 

0311-85113172 
18603118554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方兴路 88号河北化工

医药职业技术学院行政办公楼 2 楼 204 室招

生就业指导中心 

61016 山东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环渤海工业园区学习中心 

刘志刚 

姜  伟 

0546-8082422 

0546-8082422 

13793988771 

15805465898 

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129 号东营职业学院

实训楼 F319 

61017 江苏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如东沿海经济园区学习中

心 

张红兵 

韩连权 
0519-86332288 

13773792899 

13407581720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四海之家

如东县洋口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 33号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服务中心 207 室 

61018 重庆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重庆长寿园区学习中心 林  东 023-81886058 13983889113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 2009号重庆化工职业

学院综合楼 414 办公室 

61019 湖南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湖南海利学习中心 田  键 0731-22537643 13975310794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云龙职教城湖南化工职

业技术学院行政楼 211 室 

61020 江苏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扬农学习中心 范亚骏 0514-87433323 15861369705 
扬州市邗江区华扬西路 199 号扬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高桥楼 B302 室 

61021 山东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鲁南化工高科技园区学习

中心 
仇文卿 0632-5823928 13793723316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山东化工技师学院（学

院路校区）教学楼 217 室 

61022 山东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胶东半岛滨海园区学习中 王萌 0536-3080083 15165659539 
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教创新

园区海安路 06588 号潍坊职业学院滨海校区



心 惠泽 1 号楼 B515 室 

61023 江西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江西省化工学校学习中心 吴平 0791-88177766 13870853543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招生就业办公室 

61024 浙江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绍兴学习中心 

张佩丽 

夏志勇 
0575-85174057 

13989500737 

13819539002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 89号绍兴中专教育培训

学校一号楼 205 东 

浙江省绍兴市滨海新区马欢路 398 号科技创

业园 B 座 3-2-2 

61025 浙江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宁波学习中心 李浩 -- 13616573842 
浙江省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东路 388

号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东校区 4 号楼 4320 

61026 湖北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湖北三宁化工学习中心 张昊 1517880086 13618688920 
湖北省枝江市前进路 17号三宁职业技术学校

104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