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南海区成人高考报名须知 

一、报考时间 

2020 年成人高考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 9 月 11 日

-17 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进行网上报名及信息确认。 

二、报名条件 

我区原则上只接受南海区户籍或具有南海区居住证的考生报考。任何成人高

校、机构和个人不得组织考生跨省参加成人高考报名考试。具体报名条件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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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从业人员和

社会其他人员。高等、中等学校在校生（含应届毕业班学生）不得报考； 

（3）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下称高起本）、高中起点专科（下称高起

专）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报考专科升本科（下称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

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

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核准录取的成人高等学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指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可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学生）可报考我省成人高等学校（不

含外省高校在我省设立的函授站），录取考生 2021 年春季入学报到时须持

有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考试机构颁发的

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否则不得办理注册手续，同时取消专升本录取资格； 

（4）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5）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员，

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

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区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②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

证书。 

③报考医学门类其它专业的人员应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

业技术人员。 

④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2.持广东省公安机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

在中国定居并符合上述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 

三、报名流程 

（一） 网上报名 

考生须在 9 月 11 日-17 日自行上网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考报

名网址（http://www.eeagd.edu.cn/cr）进行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考生需认真阅读《考生守则》《考试注意事项》，了解

考生报名考试相关规定和要求，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输入考生个人

基本信息，选择考试地点和报名点，填报志愿，绑定手机号。关注广东省

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gdsksy），通过小程序采集照片。系统将自

动比对照片是否符合要求，如照片审核结果出现“人工待验”结果，考生

应联系所选报名点进行相片人工验证。 

每名考生须绑定一个手机号，作为接收考试成绩、录取结果等信息

和志愿信息确认的主要凭证，考生务必确保准确绑定本人手机。绑定非

本人手机，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申请照顾加分（除贫困山区县以及 25 周岁以上照顾加分外）或免

试的考生同时在报名系统上传相关材料，然后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

件到所选报名点现场核验。 

报考专升本的考生须在网上报名阶段进行在线学历学籍验证。具体

验证方法见附件 2。若考生无法在报名系统通过专科学历验证，也无法

出具“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的，报名网址弹出专科学历认证告

知书通知考生前往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网上申请专科学历认证。考生应在 10 月 12 日前向所选报名点提交验证

结果，逾期不予发放准考证，不安排考试。交纳了报考费的考生，可保

留报考资格至 10 月 14 日。报考费一旦交纳不予退还。未交纳报名费的

考生不予报考，不予编排考场。 

考生在网上报名同时填报志愿。专升本考生可填报两所院校志愿；

高起本考生可填报一所院校志愿；高起专考生可填报脱产班两所院校志

愿、非脱产三所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二个专业志愿。报考高起本

的考生，可单报本科，也可兼报专科，兼报专科的考生，如本科未被录

取，在参加专科录取时，以语、数、外三科总成绩作为专科录取总成绩。

考生可在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公布的《广东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



或在成人高考报名系统网页上查询所要报考的院校、专业，在网页的志

愿栏目上输入院校码、专业码。 

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以及参加下基层等项

目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的人员报考本科院校申请免试入学的，只能填报

省内高校。 

（二）网上审核 

网上报名系统将对考生个人身份、户籍、学历、照片等关键信息进

行网上审核。一般网上审核将在报名结束后 48 小时内完成，网上审核

通过考生可进行网上缴费确认。网上审核不通过考生须先自行检查录入

基本信息是否准确，专升本考生还须检查录入专科毕业证年份（ 4 位半

角阿拉伯数字）、毕业学校、毕业专业、专科毕业证的证书编号信息等，

如有误自行修改重新提交，如确实无误须到报名点现场进行资格审核。 

（三） 现场资格审核 

1. 现场资格审核对象： 

（1）网上报名系统未能确认通过的考生；  

（2）申请照顾加分（除贫困山区县以及 25 周岁以上照顾加分外）

的考生； 

（3）申请免试的考生。 

以上考生在网上报名上传相关材料后，须在报名时间（9 月 11 日

-17 日）内携带原件及复印件到所选的报名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2. 交验资格证明材料要求： 

考生须按要求提供相关的学历证明或符合照顾政策证明材料。  

考生凭无效证件或其他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证件，获得报名、考试、

入学资格的，何时发现，何时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负责。因考生不及时认证，造成不能参加考试和录取的，责任

由考生自负。 

所有证件必须用 A4纸复印，毕业证和身份证可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身份证、毕业证书复印件，由报名点加盖验核章及经办人签名方有效。 

3. 具体材料要求 

（1）学历材料 

①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 

须交验高中毕业证书（中职、技工学校毕业证书或高中毕业文化程

度的证明）； 



②报考专升本的考生： 

报考专升本且已取得专科毕业证的考生，须交验经教育部审定核准

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学专科

及以上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我省成人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指报名时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但在

2021 年春季入学报到时能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考生，此类考生获取毕业

证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3 月底），可报考我省成人高等学校，报名时需

交验：1）经广东省招生办公室核准的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复印件；2）

学校出具的各学期各科成绩（每科具体分数）合格的证明。  

参加自学考试各科考试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但未领取毕业证书的

自学考试毕业生可报考我省成人高等学校，报名时必须交验： 1）省自

考办出具的各科成绩合格；2）正在办理毕业审核的证明。 

（2）录取照顾政策材料 

符合免试和录取时加分投档条件的考生，应交验有关证书原件。符

合原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山区县（见粤招„ 2020‟10 号文附 3）照顾政策

的考生，以及年满 25 周岁人员在考试成绩基础上加 20 分投档资格由报

名系统根据考生身份信息甄别确认，考生无需申请也无需现场审核。符

合录取照顾条件的考生，应提交的材料如下：  

①申请免试入学的优秀运动员需交验本人申请书和省体育行政管

理部门出具的《优秀运动员申请免试进入成人高等学校学习推荐表》； 

②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以及参加下基层等

项目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的人员申请免试入学的，需提交材料详见（粤

招„2020‟10 号文）附 2； 

③申请加分投档的运动健将和武术项目武英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

称号获得者，需出具省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运动成绩证明；  

④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需交验由安置地县（市、区）以上退役士兵

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具的相关证明，退役证需验原件收复印件，复印封

面及内页； 

⑤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需提交户籍所在地地级以上

民族事务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⑥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需提交本人或父（母）户籍所在地地

级以上政府侨务管理部门出具的“三侨生”证明；  

 



⑦台湾省籍考生交验《台湾居民居住证》、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或本人户口簿原件； 

⑧符合其余加分条件的考生需提交相关获奖证书或证明材料。  

未能在报名结束前补充提交相关材料的，视为放弃享受照顾加分政

策。报名结束后一律不再受理加分、免试申请。  

（四） 缴费 

网上审核通过或现场资格审核通过、照片采集成功后，考生应再次

登录报名系统进行缴费（报名费一旦交纳不予退还），缴费成功后考生

点击确认报名，完成报名。确认后，考生信息不予修改，未确认的考生

不予安排考场。 

四、南海区成人高考报名点 

报名点名称 负责报名类型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南海卫校 专升本、高起专 西樵上金瓯 86238352 

南海开放大学 专升本、高起专 桂城南新三路 2 号 86233058 

小塘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狮山镇小塘塘中路 86662753 

西樵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西樵镇发展大厦三楼 86887466 

大沥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大沥镇沥西路  85552002 

里水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里水镇通津正街 96 号 85663486 

官窑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狮山镇官窑生菜会馆 4 号楼三楼 85887742 

松岗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狮山镇松岗大道 6号 85228921 

丹灶成校 专升本、高起专 丹灶镇丹灶村中社坊 85442524 

经纬教育 专升本、高起专 桂城佛平二路 134号五楼 86326699 

百花教育 专升本、高起专 桂城天佑六路 86号二、三楼 86230191、 

翰苑教育 专升本、高起专 狮山大学城力合科技园 76栋五楼 66867277 

方正教育 专升本、高起专 桂城夏西工业区一路 63991705 

现代培训 专升本、高起专 桂城南海大道北 92 号二楼左侧办公楼 86325212 

文通教育 专升本、高起专 狮山大学城广东东软学院 D座一楼 86684381 

天天学辅导 专升本、高起专 桂城南海大道北 50 号恒生银行大厦七楼 81233095 

注：1. 以上各报名点如无特殊说明，工作时间一般为：上午 9:00—11:30，下午 2:30—5:00。 

2. 报考高起本类型的考生，请到禅城招生办指定报名点： 

佛山开放大学：禅城区人民路 99号，82282883。 

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禅城区卫国路一号佛山日报社一楼达德教育（佛山市

民政局左侧），83030026。 



五、考试、成绩查询及录取 

(一)考试时间 

高中起点本科、高中起点高职（高专）考试时间表 

 

（点击查看大图） 

 

专科起点升本科考试时间表 

 
（点击查看大图） 

 

（二）10 月 16 日起，考生可自行登陆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凭身份证、

准考证参加考试； 

（三）报考艺术和体育专业，需加试专业课。专业课考试均由各招生学校

自行命题和组织考试。考生凭准考证于 10 月 17 日至 18 日到所报考的高校

参加专业考试，考生考前应向学校咨询具体的加试安排及要求； 

（四）省考院公布成人高考成绩时间待定。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网站(http://www.ecogd.edu.cn)或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众号：gdsksy）

微信公众号可查询成绩。12 月上旬成人高校录取。 

六、考风考纪 

（一）我区考点设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考场设有视频监控系统、

考生身份识别系统及作弊防控屏蔽系统，对考生考试过程全程监控录像并

使用身份识别系统对考生身份信息进行比对。各报名点要加强考生诚信教

育和思想道德建设，重点加强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令第 3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法规和我省成人

高考考务工作相关规定的宣传教育，形成诚信守纪的文明考风。 

（二)参加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进入报名网页，考生必须先

阅读《考生须知》和《诚信考试承诺书》，阅读完毕确认，方可进入填报

考生基本信息，否则系统拒绝接受考生报名。 

（三)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录取的新生，应在 2021 年 2 月底 3 月初入学。新

生入学时，须提交录取通知书、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专升本的

新生（含应届专科毕业生）还须提交专科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符合照顾

政策录取的新生还需持有关证明原件。未能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原件者和照

顾政策证明材料者，学校一律不予办理注册手续。新生入学注册期间，成

人高校应对已经报到新生信息进行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

假、违纪舞弊者，招生学校应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

公室备案。 

(四)考生必须严格遵守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不得弄虚作假，

伪造、使用假证明、假证书。凡弄虚作假，伪造、使用假证明、假证书者，

一经发现，取消其考试、录取及入学资格，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

责。 

(五)考生电子档案一经网上确认，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生应认真核对

本人的报名信息，并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考试与录取管理以考生网

上确认的报名信息为依据。因考生本人填报的信息错误以及填报志愿不当

原因而落选的，其责任应由考生本人负责。 

(六)考生若违反招生管理有关规定应予处罚的，依照教育部 33 号令《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执行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

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执行。涉嫌违法的，移送当地公安机关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七、附件清单 

附件 1：广东省 2020 年成人高考报名志愿填报流程图 

 



 
 

附件 2：广东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专升本考生专科毕业证验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