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 2022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西南交通大学创建于 1896 年，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双

一流”“211 工程”“特色 985 工程”和“2011 计划”重点建设高校，是中国

第一所工程教育高等学府，是中国土木工程、矿冶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

祥地，同时也是“交通大学”最早两大源头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

家中心城市——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是全国最早获批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校之一，在 60 余

年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历程中，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涉及多

个行业和领域的数万名优秀毕业生，其中许多毕业生已成长为生产、技术、科研、

管理等多个岗位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二、报名须知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对象 

2022 年，西南交通大学开办专科起点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的成人高等

学历教育（以下简称成人教育）。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

员； 

3.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 

4.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二）教学模式 

西南交通大学成人教育目前主要采用网络与面授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

学。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实时与非实时的教学和辅导，各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

安排辅导教师进行面授辅导，学生通过参与线上和线下的教学活动，完成课程学

习、作业、讨论、答疑、考试、毕业设计（论文）等学习环节。 

（三）报名 

1.成人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报名和录取 

成人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成人高考）报名工作预计在 8



月中下旬开始，请考生向当地区、县招生办公室咨询或登录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

查询相关信息。 

成人高考考试时间预计为在 10 月中下旬，具体时间以各省（直辖市）教育

考试院公布为准。 

学生参加成人高考，达到录取条件后由学校择优录取，经当地省招生办审核

同意后，学校制发录取通知书。学生凭录取通知书于 2023 年春季（具体日期见

录取通知书）到就读的教学点报到，注册后取得正式学籍。 

2.招生专业、层次及考试科目 

层次 专业大类 专业 考试科目 

专科起

点本科 

理工类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铁道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

消防工程 

政治、外语、高

等数学（一） 

经管类 
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会计学、金融学、物流管理 

政治、外语、高

等数学（二） 

艺术类 数字媒体艺术（业余形式） 
政治、外语、艺

术概论 

说明：除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为业余形式，其他专业均为函授形式，下同。 

（四）学制及收费 

学制：专升本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 

收费标准：理工类 2460 元/年，经管类 2220 元/年，艺术类 3600 元/年。 

缴费方式：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均须由本人通过在线缴费的方式直

接向学校缴纳学费。学费按学年收取，分三次缴纳，不能一次性缴纳全部学费，

严禁任何机构或个人代收代缴学费。“西南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习平台”

（https://study.xnjd.cn）是西南交通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唯一的官方在线

缴费通道，切勿通过其他途径缴费或由其他机构、个人代收代缴，谨防上当受骗。

具体缴费方式为：学生使用录取后学校短信平台发送的学号和密码，登录“西南

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习平台”，点击“在线缴费”后根据缴费提示进行缴费。 

（五）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

通知》(教学〔2002〕15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具有西南交通大学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正式学籍的学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

格，准予毕业，可获得由西南交通大学颁发、全国统一编号并在教育部电子注册

的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学生可在获得毕业证书后两年内申请学士学位证书。申请学士学位证书须至

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考试课程总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考查课、毕

业论文、毕业实习的成绩不计入平均成绩）； 

2.毕业设计（论文）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答辩且答辩成绩不低于 75 分； 

3.学位外语水平，须在取得本科学籍后至申请学位前，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1）通过教学点所在省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或认可的相应级别要求的成

人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且成绩合格； 

（2）取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合格证书或笔试合格成绩单； 

（3）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及以上； 

（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英语（二）》成绩 60 分及以上。 

备注：申请学士学位的其他条件、要求等未尽事宜，以《西南交通大学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西交校〔2021〕36 号）为准。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式样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位证书式样 

三、特别提示 

1.已录取为西南交通大学专升本的学生，如前置学历经教育部学历认证部门

审核不合格，将取消其学籍和学历电子注册，所交费用一律不予退还。 

2.西南交通大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举办“成人学历教育+技

能培训”“专本套读+技能培训”等学习班。 

3.除 2022 年授权招生的教学点外（具体名单见下表），西南交通大学未委

托其他任何社会机构宣传和招生，也不接收任何技能培训机构组织的学生参加西

南交通大学成人教育学习，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四、2022 年授权招生的教学点 

教学点 层次 招生专业 
办学地点 
联系电话 



教学点 层次 招生专业 
办学地点 
联系电话 

西南交通大

学成人高等

教育校本部

教学点 

专升本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铁道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交通运输、消防工程、工程管

理、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会计学、金融学、物流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业余形式）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

环路北一段 111 号 

028-87634352 

西南交通大

学成人高等

教育四川铁

道职业学院

函授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

程、自动化、交通运输、工程

管理、会计学 

成都市郫都区彭温路

399 号 

0832-6100435、 

028-68939885、 

13568016360、 

18781993179 

西南交通大

学成人高等

教育四川省

建筑技术进

修学院教学

点 

专升本 

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管

理、工商管理、会计学 

成都市金牛区红花西路

10 号 

028-83331013、 

028-83333385 



教学点 层次 招生专业 
办学地点 
联系电话 

西南交通大

学成人高等

教育西昌交

通学校教学

点 

专升本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自动

化、交通运输、工程管理、工

商管理、会计学 

四川省西昌市三岔口西

路 30 号 

13881488066 

西南交通大

学陕西铁路

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函授

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铁道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交通运输、消防工程、公共事

业管理、金融学、物流管理 

陕西省渭南市站北路东

段 1 号 

18909132630、 

0913-2221162、 

0913-2221159 

西南交通大

学湖南函授

站 

专升本 

铁道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自动

化、交通运输、会计学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

龙职教城智慧路 1 号 

18573358412 

西南交通大

学郑州铁路

局郑州职工

培训基地函

授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自动化、交通运输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淮

河东路南建华街 5 号 

0371-68356332 

0371-68327349 

18538823995 

西南交通大

学成人教育

武汉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

程、自动化、交通运输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

龙大道 1 号 

027-51159350 

13607115443 

西南交通大

学昆明铁路

函授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交通

运输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

石坝 16 号昆明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13669765352 



教学点 层次 招生专业 
办学地点 
联系电话 

西南交大绍

职院越城区

函授辅导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

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交通运输、消防工程、工

程管理、工商管理、公共事业

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物流

管理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山

阴路 526 号 

0575-88340008 

西南交通大

学鄂尔多斯

市多渊化职

业培训学校

函授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铁道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

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公共事

业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物

流管理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凤凰城 B 座 5

楼 

15149735333 

西南交通大

学新疆函授

站 

专升本 

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工程管理（所有专

业仅招铁路系统在职工作人

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迎宾路街

道轻铁路 199 号 

0991-7936838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的过程中，如遇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台新政策，按新政策执

行。授权招生教学点和招生专业，可能根据最新政策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最新

信息可查询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官网。 

  



五、咨询及举报电话 

★报名等具体事宜请详询各教学点 
西南交通大学 2022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举办单位为网络教育学院。 

招生咨询电话：028-87600332 

招生咨询官方网站：http://www.xnjd.cn 

举报电话：400-882-1896 

http://www.xnj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