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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重庆文理学院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其

前身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渝州教育学院分别创办于 1976年和 1972年；

2001年 5 月，两校合并组建为渝西学院；2005 年 4 月，更名为重庆文理学

院。 

学校坐落在重庆市永川区，有红河、星湖两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 1767

亩，校舍建筑面积 69 万平方米，馆藏图书 289 万册（含电子图书），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6 亿元。学校现有正高级职称人员 180 余人、副高级

职称人员 40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80 余人，兼职博士生导师、硕士

生导师 90 余人；外籍教师（专家）20余人，外聘专家 300 余人；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的全日制本科在校生近 2万人；来自俄罗斯、意大利、

马来西亚等国留学生 100余人；与市内外 30余所高校合作开展研究生教育，

联合培养研究生累计 400 余名。 



学校现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万人计划”科

技创业领军人才 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科技部中青

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1人，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 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人选 1 人，教

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5 人；重

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重庆市“百人计划”人选、重庆市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重庆市科技创业领军人才、重庆市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重

庆英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重庆市青年拔尖人才、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及后备人选、重庆市高校“巴渝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

重庆市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专家等省（市）级人才 61人；建有重庆市创新

团队 6 个、重庆市创新创业团队 7个、重庆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个。 

学校现设有 19 个二级学院，开设了 66个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专业

涵盖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农学、法学、经济学、

历史学 10 个学科门类，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1个，国家级农林卓越

计划项目 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 1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国

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 2 个，国家“双

万计划”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0个，市级一流专业建设项目 14个，

市级特色专业 10 个，市级大数据智能类特色专业 1 个，市级教学团队 8 个，

市级精品类课程共 29 门。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材料科学

与工程、园林等 10个专业进入一本招生序列。学校有 4个市级重点学科，

2 个市级重点培育学科。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7 中国大学评

价研究报告》中，学校园林和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位居重庆市大学本科专

业排行榜榜首，全国排名分列第 5和第 7，其中，园林专业跃升至“中国高

水平专业”层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体育教育、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环境科学 4 个专业跃居重庆市大学本科专业排行榜前三甲，专业层次达到

了“中国知名、区域一流专业”。2017 年，学校获批重庆市工程师创新能

力培养训练基地。 

重庆文理学院成人高等教育起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学校积极开设社会

急需专业，主动送教上门，面向基层、企事业单位和郊区办学，积累了丰

富的办学经验，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根据社会需要，目前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共开办专业 10 个，其中专升本

专业 10 个，高起本专业 3 个，欢迎广大社会人员报考！ 

部分专业简介 
1.《工商管理》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和现代化管理科学知识，具

有较强实际工作能力及必须的基本素质，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

及社会组织从事管理等工作，并富有开拓创新与社会责任感的工商管理的

中高级应用型人才。 

2.《学前教育》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社会与学前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学前保教能力，知

识面较宽、专业技能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良好，具有创新精神，

能在学前教育领域从事教育、保育的学前教师或管理人员。 

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

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工程

实践能力以及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在电力部门、用户终端供配电、工业自

动化、检测与过程控制、电机与电器制造、电气智能化等行业，从事电力

系统装备制造、系统运行、工业自动化控制以及电气产品研发、营销等工

作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4.《财务管理》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财务会计学

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运用财务预测、财务决策方法，能在各类型的单位

从事财务、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5.《行政管理》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

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公文写作、沟通

协调、行政礼仪、社会调查、危机处理等专业能力，能在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领域从事行政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6.《土木工程》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核心技能，



“懂设计、精施工、会管理、敢创新、重责任”的高素质土木建筑现场工

程师。 

7.《工程管理》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面向施工、建设、中介、造价主管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具有工程管理

综合职业能力，具备工程管理专业必需的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能从

事建筑工程项目的投资估算、招投标、项目经济评价、造价监理、合同管

理、造价审计和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较高素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8.《工程造价》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建筑业新业态、新技

术发展的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工程综合素质，牢固掌握建设工

程领域的基本技术知识，掌握与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的管理、经济、法律和

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全面获得造价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的工程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支撑终身发展的能力，具有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能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咨询等企事业单位和相关政

府部门，从事全要素和全寿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

人才。 

9.《汉语言文学》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文学鉴赏能力、语言文字应用等方面的能力，能在

中小学教育、新闻传媒、社会文化管理等领域和企事业单位、机关，从事

语文教学、行政管理、文化宣传、新闻传媒、编辑、文秘等方面工作的应

用型人才。 

1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

素质高，具有创业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科学文化素质，适应建立学习型社会需要的，掌握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

具有软件开发能力、软件开发实践和项目组织的初步经验，具有一定的外

语运用能力，能在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软件开

发、系统维护、信息和网络管理的、适应软件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高素

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11.《小学教育》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方

面全面和谐发展，具有扎实的小学教育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适应性较强、富有创新精神，能在小学教育机构从事教育、保育工作的教

师或管理人员。 

12.《数学与应用数学》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德风范，踏实敬业,政治素质过硬，热爱基层教育事业，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具备扎实的数学专业知识和较强

的中学数学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初中数学教学、教研以及班级管

理工作的人才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13.《药学》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人格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药学学科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够在药物

研发、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管理等领域，从事药物发现与评价、药

物剂型设计与制备、药品质量管理与控制、药品经营管理与流通服务等方

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毕业与授予学位 
1.学生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录取后取得正式学籍，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

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合格，可以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毕业证书。 

2.符合学位授予条件，且经本人申请可授予相应专业学士学位。 

 

  
 

报考说明 



一、报考条件 

身心健康，能独立完成学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考生 

必须是已取得教育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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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 

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方式 

1.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加现场确认。 

2.网上报名时间:8月 31日--9月 12 日。 

3.现场确认时间：9 月 8 日—9 月 17日（周六、周日除外）。 

4.报名网址：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http://www.cqksy.cn) 

重庆招考信息网(http://www.cqzk.com.cn)。 

（二）注意事项 

现场确认时考生务必带上本人身份证和专科毕业证书原件。 

三、成人高考考试时间 

10 月 23日、24日 

四、成人高考考试科目（以当年系统填报生成的科目为准） 

（一）高中起点升本科统考科目：每科 150 分，总分 600 分。 

1.理科类：语文、数学(理)、外语、理化(物理、化学合卷) 

2.文科类：语文、数学(文)、外语、史地(历史、地理合卷) 

（二）专科起点升本科统考科目：每科 150 分，总分 450 分。 

1.理工类：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2.经管类：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3.教育学类：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4.文史、中医类：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五、学习形式:业余 

业余（面授+网络）：业余自主学习与阶段性辅导相结合。 

六、2021 年招生专业目录           

层   次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习年限 学习形式 学费（元/年） 院校代码 

 

高起本 

  

工商管理 120201K 5 业余 2600 

10642 

学前教育 040106 5 业余 26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5 业余 2800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201K 2.5 业余 2600 

学前教育 040106 2.5 业余 2600 

汉语言文学 050101 2.5 业余 2600 

财务管理 120204 2.5 业余 2600 

行政管理 120402 2.5 业余 2600 

http://www.cqksy.cn/
http://www.cqzk.com.cn/


小学教育 040107 2.5 业余 2600 

工程造价   120105 2.5 业余 2800 

工程管理 120103 2.5 业余 2800 

土木工程 081001 2.5 业余 28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2.5 业余 28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2.5 业余 2800 

数学与应用数学 070101 2.5 业余 2800 

药   学 100701 2.5 业余 2800 

注：以当年全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为准 

七、招生咨询 

重庆文理学院成教招生办公室电话：023-49813978 

联系人：秦老师   18983258888        传真：023—49813978 

联系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红河大道 319 号（重庆文理学院红河校区留

学生公寓志仁楼 101 办公室）  官方网址：http://jj.cq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