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招生简章 

    一．学院简介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是陕西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全国首批、陕西首所国家示

范性高职院校。其前身为 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国立北农林专科海陆

空校附设高职。是我国举办职业教育最早的院校之一，也是首批 50所全国毕业生就业

经验典型高校之一，也是首批 50 年全国毕业生就业经验典型高校之一， 学生就业率

多年一直保持在 96%以上。先后荣获省级以上奖励 60多项。 

学院地处关中平原、农业硅谷、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东距省会

西安 60 千米，西距宝鸡 80 千米，陇海铁路、西宝高铁和连霍高速公路贯通东西，交通便利。学

院占地面积 1630 亩，校舍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7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2.1 亿元。

拥有现代化、生产性校内实验实训中心、基地 220 个，校外实习基地 171 个，校外产学研示范基

地 11 个，形成了具有职业训练、教学科研、技术交流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实训体系。 

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依托学院独特的办学条件和雄厚了师资力量，充分发挥办学优势，拓

宽办学思路，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先后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 万余名，中职骨干师资培

训、“阳光工程”培训、“人人技能工程”培训等是学院社会服务的新亮点  ，现开设水利工程、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会计与审计、畜牧兽医等 11 个专业函授专科专业。水利水电工程、会计学、

制药工程等 20 多个函授本科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大学均在我院长期设有函授教

学点；还建有西北工业大学网络学习中心。学院有独立的教学、办公基地，提供宿舍，是承担成

人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的专门机构，除自有成人专科函授继续教育外，还设有其它高校成人本科

学历教育站点及社会培训基地。同时设有陕西省中职校长培训基地，陕西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基

地，陕西省阳光工程培训基地、乡村持兴等 11 个培训基地，形成了融成人专、本科学历教育、中

长期职业培训、短期技能培训为一体的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的办学格局。 

现面向社会招生，欢迎广大考生报考！ 

 

 



继学习之路，续自我人生 

继续教育  为您的人生充电  

走进杨职继续深造 圆您求学求职梦想 

 

 

◆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陕西函授站 

◆    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杨凌学习中心 

◆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基地 

◆    陕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 

◆    陕西省中等职业学校师资培训基地 

◆    陕西省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培训基地 

◆    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基地 

◆    陕西省农业专业合作社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一、函授招生院校、专业、层次及收费标准 

层次 专业 学制 学费 主办院校 

高 

中 

起 

点 

专 

科 

水利工程 2.5年 1600 元/年 

杨 

凌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工程造价 2.5年 1600 元/年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工程测量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建筑工程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会计与审计 2.5年 1600 元/年 

畜牧兽医 2.5年 1600 元/年 

酒店管理 2.5年 1600 元/年 

园林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2.5年 1600 元/年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林业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生物制药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电器自动化技术 2.5年 1600 元/年 

专科 

起点 

本 

科 

水利水电工程 2.5年 1700 元/年 

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 

土木工程 2.5年 1700 元/年 

测绘工程 2.5年 1700 元/年 

 



1.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1)招生对象：各类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2)报名时间：每年 8 月-9月初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时间以招办时间为准）。考生

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 http://www.sneac.com进行报名，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身份确认

和考试。 

   (3)报考条件：报考专科层次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报考本科层次

应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 

2.入学考试科目 

层次 考试科类 考试科目 

专科起点本科 

理工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经济管理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文史类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高中起点专科 
文史类 语文、数学（文）、英语 

理工类 语文、数学（理）、英语 

二、自学考试院校、层次、专业及收费标准 

层次 专业 学制 学费 主考院校 

专科 

起点 

本科 

环境艺术设计 学分制 8960 元 
西 

京 

学 

院 

视觉传达设计 学分制 8960 元 

会计学 学分制 8960 元 

工商企业管理 学分制 8960 元 

   

1.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1)招生对象：国民教育系列的高职高专在校学生，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
业证的各类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2)报名时间：全年招生，春、秋两季注册入学。 

http://www.sneac.com/


    (3)学习方式：免试入学，自学和考前辅导相结合，最快一年半可修完全部学

分。 

三、现代远程（网络）教育院校、层次、专业及收费标准 

层次 专业 学制 学费 主办院校 

高 

中 

起 

点 

专 

科 

工商企业管理 学分制 70元/学分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学分制 70元/学分 

公共事务管理 学分制 70元/学分 

会计电算化 学分制 70元/学分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分制 70元/学分 

法律事务 学分制 70元/学分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分制 70元/学分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学分制 70元/学分 

机械制造生产管理 学分制 70元/学分 

建筑工程技术 学分制 70元/学分 

应用化工技术 学分制 70元/学分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学分制 70元/学分 

专 

科 

起 

点 

本 

科 

工商管理 学分制 80元/学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分制 80元/学分 

公共事业管理 学分制 80元/学分 

会计学 学分制 80元/学分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分制 80元/学分 

法学 学分制 80元/学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分制 80元/学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学分制 80元/学分 

工业工程 学分制 80元/学分 

土木工程 学分制 80元/学分 

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分制 80元/学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学分制 80元/学分 

  1.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1)招生对象：各类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高职高专在校学生可参加 

  (2)报名时间：全年招生，春、秋两季注册入学 

  (3)报考条件：报考专科层次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报考本科层次
应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 

2.学习形式及学费 

(1)学习形式：实行弹性学制和学费制，学制 2.5年，学分数不低于 80学分，学
分最长有效年限 6 年。 

  (2)学费：学费以所学专业的学分计算，分学年、学期交纳。 

3.入学测试科目 

层次 科类 科目 

专科 

理工类、管理类 

经济类、法学类 

综合测试(英语、数学、计算机基础) 

本科 
理工类 综合测试(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 

管理类、经济类、法学类 综合测试(大学英语、大学语文、计算机基础) 

  入学测试统一组织（包括网上辅导、命题、测试等）。学院备有电子版测度及相关

复习资料，供考生下载学习。 

 



四、职业培训 

学院长期面向企业、行业及社会各界开展中长期培训、短期技能培训等各类培训，

学院是陕西省中职校长培训基地，同时还设有陕西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基地、陕西省

阳光工程培训基地、新生代职业农民培训基地等 8 个培训基地。近几年时间内先后承

担了陕西省教育厅、农业厅，以及各级政府，各企事业单位委托的各类培训，其中包

括中职校长培训、“双师型”骨干教师培训等师资培训，青年农场主、农技推广人员、

新生代职业农业、林场主等培训，累计达 100 多期，培训人数近 3 万余名，形成了融

成人学历教育、中长期职业培训、短期技能培训为一体的多形式、多层次办学格局。

培训内容丰富，培训形式多元，培训效果良好，深受社会各界和培训学员的一致好评。 

五、毕业证书与学位 

   凡在学习期限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考核成绩合格，取得该专业全部

学分者（远程网络）教育本科层次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部分公共课基础

全国统一考试，准予毕业并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教育部予以电子注册。本

科毕业符合国家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咨询电话： 029－87073124  87093451  87098512 

网址: http://cjxy.ylvtc.cn  可查看相关内容 

六、成人高考有关事项    

成人招生陕西省实行网上报名，报名过程分为网报阶段和现场报名信息确认两个

阶段。报名时间：1、网上报名时间：通常是每年的 8月 10日至 8月 28 日；2、现场

报名信息确认时间： 9月 1日 至 9月 6日 ，逾期不再办理。    

成人高考考试科目：高中起点专科分理工和文史两大类。其中理工考试科目为:语文、

数学（理）、外语；文史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外语。    

成人高考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每年 10 月第二周的周六和周日。 

 

http://cjxy.ylvt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