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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建筑学院——致力于建筑行业培训的领跑者



奇点文化——尽职尽责、团队意识、迎合创新  

 

尽责

团队

创新

 

 



立足深圳，辐射全国，做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培训  

创新

70%

80%

85%

93%

奇点建工培训在深圳
培训行业的占有率

行业工作经验超过20年
讲师占全体师资比重

通过奇点建工培训的学员
一次性就业率

通过调查问卷形式
企业学员对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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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工程口上，包括从开始的设计概算需要有造价的
知识，再到招投标然后到施工，甲方、乙方都需要有工程造价
来把握造价的内容，直到最后的竣工结算，都需要造价员来完
成。不管是设计院、造价咨询公司、还是施工单位、或者是地
产公司，均需要有造价技能的人才。

随着建设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的工程行业已与国际接轨，工
程造价通过招投标竞争定价将更加的激烈，投资、设计、承包方或
造价咨询单位都必须认真考虑运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
投资效益。因此，企业要提高竞争力，首要条件是要具备高素质、
经验丰富的工程造价队伍。



造价员是工程行业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在工程建筑各个
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施工图预算、招投标最高限价、
进度付款、工程计算等由于工程造价员控制项目预决算的关键
岗位，对一个建筑工程项目来讲，工程造价员素质的高低直接
影响着该工程的成本和质量。

工程造价管理一直被誉为建筑行业的金牌岗位，众多从事建设
工程领域的大公司，争相以高薪酬，高福利待遇争夺造价员。目前
造价员薪资普遍8000起步，而经验丰富的造价员年薪可达20万造
价员的工作具有岗位的重要性、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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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根据深圳企业近半年发布的造价职位招聘信息统计所得，纵轴为职位需要量（单位：个），横
轴为招聘时间，曲线峰值越高代表需要量越大，反之，需要量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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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根据建筑英才网、智联等建筑企业发布的造价职位薪酬数据统计所得，工资数据受地域、工作
年限、用人单位等多种因素影响，仅供参考。



工程造价基础、概论、建筑识图及房屋构造、清单计
价规范、工程量清单编制、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合同价、工程量
计算规则、16G101结构平法

建筑工程清单与定额、土方工程、桩基工程、混凝土
工程、砌筑工程、钢筋工程、装饰工程

实例工程设置及建轴网、框架柱、梁钢筋、
板、楼梯钢筋、砌体与门窗工程、过梁构造柱、零星构件、装饰工
程、建筑面积、土方工程建模及工程量计算、识别CAD图建模计算
钢筋及工程量、高层建筑工程、地下室工程

土建及装饰工程计价清单编制、投标清单的
编制、工程算量及计价的答疑、总结



有重点才学得更快，全过程造价管理的内容、思路及方法
精心规划，直抓实用的知识点，快速上手造价岗位工作

完善全内容理论体系，扎实基础
学习如何将全面的基础知识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的应用

全程实战训练，真实案例分享
包括招投标案例、合同案例、结算案例、进度款案例等

30年资深造价经理1对1专业问题讲解
师带徒弟模式，实时解决问题,达到学完即掌握的效果



班别 上课时间 课次 收费标准

全日制 每周一至周五（09：30——16：00） 55节课 7280元

周末班 每周日（09：00—15：00、15：00—20：00） 26节课 4380元

网络班 每周六、日晚上直播（19：30——22：00） 26节课 3580元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基础知识、现行建设项目总投
资、建筑安装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的计算

建筑电气、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火灾工程预算
建筑电气、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火灾工程主要设备和材料
建筑电气、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火灾工程施工图识读
建筑电气、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火灾工程计量与计价

建筑电气工程、建筑给排水工程计量与计价大案例
                      投标清单的编制
                      图形算量软件、斯维尔软件计价编制
                      计量计价过程中常见问题汇总及解决方法
                      



水、电、通风、空调、消防，理论+实操，手把手带你入门

案例教学、实操教学,不仅是看懂，更重要的是学会亲手操作

具备独立进行项目安装预算工作

深入理解规范和预算定额并能合理运用

了解全过程造价管理，掌握其基本工作方法



班别 上课时间 课次 收费标准

全日制 每周一至周五（09：30——16：00） 40节课 7280元

周末班 每周日（09：00—15：00、15：00—20：00） 26节课 4380元

网络班 每周一、四晚上直播（19：30——22：00） 26节课 3580元



 1、如何入门到精通、精装修造价学习思路
 2、平、立、剖面、节点、大样图识图识图
 3、功能性材料、装饰性材料介绍
 4、施工工艺知识-楼地面
 5、楼地面工程量计算及有关知识
 6、施工工艺-墙柱面
 7、墙柱面工程量计算及有关知识
 8、施工工艺-天棚
 9、天棚工程量计算及有关知识
10、施工工艺-涂料及计算规则
11、零星工程的相关计量
12、装修定额知识
13、装修计价知识
14、装修综合案例（工装算量、计价）

A



B
 1、涉及到的土建、安装等相关知识学习
 2、精装修清单规范内容
 3、精装修定额定额知识
 4、工程造价组成部分
 5、精装材料的性质、种类
 6、精装修计量规则
 7、精装修计量技巧及相关知识
 8、精装修计价规则
 9、精装修技巧及相关知识
10、精装修报价相关的知识
11、精装修报价相关技巧
12、精装修实战案例：别墅或会所类工程量计算
13、精装修实战案例：别墅或会所类工程量清单编制
14、精装修实战案例：别墅或会所类工程量清单套价



哪些人在学习

装饰造价

没师傅带，自学没头绪、工资低
又无法独立完成工程量计算组价

造价职场新人
刚毕业大学生

拓展造价专业
转行造价专业

 土建或安装等其它专业的造价人
施工员、资料员或其它从业人员等

  专业单一
自学又不系统

 基础不扎实，软件算量及手算的
知识面很碎片化，算量过程老漏项



班别 上课时间 课次 收费标准

全日制 每周一至周五（09：30——16：00） 40节课 7280元

周末班 每周日（09：00—15：00、15：00—20：00） 20节课 4380元

网络班 每周日直播（15：00——20：00） 20节课 3580元



1.园林造价基础、预结算编制原则与方法

2.园林工程识图与制图

3.园林工程算量与计价：土石方工程、打桩及围堰工程

  砌筑工程、石作工程、混凝土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

  门窗工程、木作工程、楼地面工程、装饰工程、屋面

  及防水保温工程、园林小品及其他园建工程、绿化种

  植工程、绿化养护工程、脚手架工程、垂直运输工程

  园林建筑材料二次运输

4.编制预算书、定额计价与清单计价

5.斯维尔软件应用

6.案例教学（结合实际工程）

7.项目招标与投标要点及合同



班别 上课时间 课次 收费标准

周末班 每周日（09：00—15：00、15：00—20：00） 20节课 4380元

网络班 每周日直播（15：00——20：00） 20节课 3580元



1.市政工程造价概况、建设项目组成
2.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经济法规
3.市政工程识图与制图
4.市政工程清单计价规范及计量规则
5.市政工程斯维尔算量与计价：土石方工程、桩基工
程、护坡工程、挡土墙工程、锚杆工程、土钉工程、
装饰工程、拆迁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给排水工程、燃气工程、路灯设施工程、交通设施工
程、地铁工程
6.市政工程清单计价编制
7.图形算量软件（广联达、斯维尔）实例教学
8.市政工程计量计价案例分析



班别 上课时间 课次 收费标准

周末班
每周日（09：00——15：00）
每周六（14：00——19：00）

20节课 4380元

网络班 每周日直播（09：00——15：00） 20节课 3580元



拥有曾在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和工程咨询行业工作多年并成功完成多

项工程造价审核的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和造价工程师，可为客户

提供以下专业服务：

• 建设项目各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及工程索赔业务服务

• 项目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

• 工程结算和财务决算的编制及审核

• 工程招标的招标文件和标底的编制审核

• 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施工图的基本知识、施工图的图示方法及内容、施工图
的绘制与识图

地基与基础工程、砌体工程 、钢筋混凝土工程、钢结
构工程、防水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项目管理概述
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及组织
施工项目目标控制
施工资源与现场管理



识别建筑施工图、识别结构施工图、

识别安装工程施工图、建筑结构制图、安装工程制图、掌握
建筑施工工艺的流程

熟练编制施工技术资料、熟练编制安

全资料、熟练编制竣工资料、熟悉使用广东资料统一表、熟
悉档案的内容、范围、掌握档案收集、编制、整理、熟悉报
建手续的办理、熟悉建设活动应用公文编写

新建工程及常用功能讲解、表格编辑、

混凝土评定讲解、自动折行功能、评定设置、子单位工程新
建、导入模板包讲解、附表评定、其他综合应用功能



房建与市政测量员该熟悉的图纸、部位

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熟悉测量在工程建设中的运用

熟悉测量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基本原则

水准测量的原理、仪器与工具【含实际操作】

水准仪的基本操作步骤，检查误差来源及影响

水准仪常规各种计算公式

全站仪的原理、仪器与工具【含实际操作】

全站仪的基本操作步骤【含架设，测站与后交原理】

全站仪界面程序内容详解与误差分析

全站仪的基本功能及数据导入电脑与导出

全站仪坐标放样【含坐标来源】



建筑施工相关的力学知识、建筑构造、建筑结构的基

本知识、工测量的基本知识、建筑施工技术与组织 

安全生产管理基本知识

劳动保护与事故方法处理

施工过程安全技术管理

高处作业安全保护

拆除工程安全技术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施工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施工现场消防管理



建筑企业材料管理、材料员岗位职责与工作程序、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材料管理的任务和主要内容、机械设备管理

材料计划管理概述、材料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材料采购概述、材料采购管理的内容、材料采购方式

建筑工程材料、设备采购的询价、招标采购

建设工程物资采购合同管理、材料的进场验收和复验

材料的供应管理及运输管理、材料的使用管理

材料的仓储管理、现场机具设备和周转材料管理

工程费用及成本核算、材料核算的内容和方法

物资文件资料的流程与保存、物资进场验收形成的资料



广东省建设教育协会五大员

施工员(土建、装饰装修、市政工程、设备安装)

质量员(土建、装饰装修、市政工程、设备安装)

资料员、材料员、劳务员、机械员、标准员。

官网查询: www.gdpace.com

报名条件：

凡年满18周岁，同时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

周岁，身体健康，均可自愿报名参加职业培训。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八大员

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材料员、测量员、安全员、

试验员、合同员、监理员、监理工程师、技术员、标准

员、劳务员、机械员、物业管理员、预算员

报考资料：身份证扫描件、蓝底照片电子版

官网查询: www.ccen.com.cn

报名条件：

凡年满18周岁，同时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

周岁，身体健康，均可自愿报名参加职业培训。





软件应用:

Revit+建模大师+慧筑巧+Civil3D+晨曦BIM算量

培训内容：

1、BIM快速建模建筑、结构、精装修

2、族和体量模型的建立

3、BIM模型施工深化（施工场地方案、砌体拍 砖、模

板及脚手架、复杂钢筋节点）

4、BIM土建模型造价算量



软件应用:

Revit MEP+建模大 师+晨曦BIM算量

培训内容：

1、BIM快速建模机电专业

2、族和体量模型的建立

3、BIM模型施工深化（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 排布、

孔洞预留、净高分析、问题报告审查）

4、BIM机电安装模型造价算量



软件应用:Revit+Navisorks +Fuzor+lumion+ AE/PR+BDIP+

广联达BIM5D

培训内容：

1、Navisworks模型应用

2、Fuzor模型的应用 

3、lumion 模型的应用

4、PR和AE的视频、字幕剪辑和配音

5、BIM平台实施：BDIP平台的应用+广联达 BIM5D的应用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BIM工程师

申报专业：（二级）

1、建筑设计BIM应用

2、结构工程BIM应用

3、设备工程BIM应用

4、工程管理BIM应用（土建）

5、工程管理BIM应用（安装）

报名资料：

证件照片扫描件、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学历证书扫描

件



邮电通信人才交流中心-BIM工程师

申报中级专业：

公路BIM工程师 、市政BIM工程师 、机电BIM工程师 

结构BIM工程师 、建筑BIM工程师 、装饰BIM工程师

水利电力BIM工程师 、造价BIM工程师 、BIM建模师

申报高级专业：

BIM高级工程师、装配式工程师

报名资料：

证件照片扫描件、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学历证书扫描件







注册建造师基本概念



建造师专业划分



建造师报考条件-全日制学历适用



建造师报考条件-非全日制学历适用



建造师报考及考试时间

序号 科目名称 考试时间 题型 题量 满分

1 建筑工程经济 2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 60 多选题20 100

2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3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70 多选题30 130

3 建筑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3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70 多选题30 130

4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4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案例题 单选题20 多选题10案例题 5 160其中案例题120
分



建造师报考及考试时间

序号 科目名称 考试时间 题型 题量 满分

1 建筑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 60 多选题20 100

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3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70 多选题25 120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3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案例题 单选20个，多选10个，案例4个 120



建造师考试成绩管理



建造师收费标准

班型名称 课程内容 单全科收费 服务内容 

系统强化班 基础+精讲+冲刺
公共课2000元 
实务课2800元
全科：6980元

有一定基础的人
代报考+代审核+代领证+代挂靠

不过第二年重读需要重新交费

系统保障班 基础+精讲+冲刺+封闭点题
公共课2800元
实务课3800元
全科：8980元

0基础的人
代报考+代审核+代领证+代挂靠

不过第二年免费重修

封闭特训 4天封闭特训 全科8800元 不过第二年免费重修网络课程

总裁通关班 基础+精讲+冲刺
+封闭点题+4天封闭特训

公共课4800元
实务课9800元
全科：16800元

0基础的人
代报考+代审核+代领证+代挂靠

不过第二年免费重修



建造师收费标准

班型名称 课程内容 单全科收费 服务内容 

系统强化班 基础+精讲+冲刺
公共课1800元
实务课2500元
全科：4980元

有一定基础的人
代报考+代审核+代领证+代挂靠

不过第二年重读需要重新交费

系统保障班 基础+精讲+冲刺+封闭点题
公共课2500元
实务课3500元
全科：6980元

0基础的人
代报考+代审核+代领证+代挂靠

不过第二年免费重修

封闭特训 4天封闭特训 全科6800元 不过第二年免费重修网络课程

总裁通关班 基础+精讲+冲刺
+封闭点题+4天封闭特训

公共课3500元
实务课4000元
全科：9800元

0基础的人
代报考+代审核+代领证+代挂靠

不过第二年免费重修



我们的通过率  

20%

38%

55%

85%

一级建造师连续两个年度通过率

二级建造师一次性通过率

二级建造师连续两个年度通过率



一级建造师报考资料（考后审核） 



二级建造师报考资料（考后审核） 





注册造价工程师基本概念



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专业划分及报考条件



注册二级造价工程师专业划分及报考条件



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报考及考试时间

序号 科目名称 考试时间 题型 题量 满分

1 建筑工程经济 2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 60 多选题20 100

2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3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70 多选题30 130

3 建筑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3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70 多选题30 130

4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4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案例题 单选题20 多选题10案例题 5 160其中案例题120分



注册二级造价工程师报考及考试时间

序号 科目名称 考试时间 题型 题量 满分

1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
识 2.5小时 单选题多选题 单选题 60 多选题2 100

2 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 3小时 客观题+主观题 100



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成绩管理及发证



注册二级造价工程师成绩管理及发证



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主推及收费标准

班型名称 目标 单全科收费 课时

基础网
络班 提供讲义、真题、服务一年 管理 500              计价 500

技术与计量600      案例 600
精讲100课时，习

题精析16课时

精品班 提供讲义、课件、习题、真题、服务1年

管理1500，计价1500
技术与计量1800
案例分析1800

四科联报优惠价  5280

64学时

优惠套餐
1.系统强化班：基础网络班+精品班  四科联报优惠价 6800，管理1800，计价1800，技术与计量2200，案例分析2200；一年有效，
第二年享受老生优惠。
2、系统保障班：基础网络班+精品班  四科联报优惠价 8800，管理2500，计价2500，技术与计量3000，案例分析3000。当年没
过，第二年免费重读。签定协议。



注册二级造价工程师主推及收费标准

班型名称 目标 收费 课次

精讲班 全面、系统讲解教材，对考点重点进行归纳整理 4380元 26节课

冲刺班 琢磨命题规律，掌握解题方法，查漏补缺，加深
理解，确保考试水平 2580 9节课

优惠套餐
1、精讲班针对完全0基础学员，教手算及软件算量套价等。
2、冲刺班针对于从事工程造价3-5年以上，熟悉手算及套价。
3、精讲班+冲刺班费用优惠到5000元。





注册安全工程师基本概念



注册安全工程师报考条件

中级安全工程师报考条件

大专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5年

其他专业 7年

本科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3年

其他专业 5年

第二学士学位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2年

其他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3年

硕士学位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1年

其他专业 2年

博士学位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1年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从事安全生产业务 3年



注册安全工程师报考条件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报考条件

中专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4年

其他专业 3年

大专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2年

其他专业 3年

本科 从事安全生产业务 无要求



注册安全工程师报考条件

1、已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报名参加其它专业类别考试的，可免试公
共科目，考试合格后核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 印制的相应专业类别考试合格证明，该证明
作为注册时变更专业类别等事 项的依据。

 2、符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具有高级或正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从事
安全生产业务满 10 年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技术基础》2 个科目。 

3、符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本科毕业时所学安 全工程专业经全国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科目。



考试科目、时间及成绩管理

等级 科目 科目性质 考试时间 考试管理

中级

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 公共科目 2.5小时

4年为一周期
安全生产管理 公共科目 2.5小时

安全生产技术
基础 公共科目 2.5小时

安全生产专业
实务 专业科目 2.5小时

初级
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 公共科目 2.5小时
2年为一周期

安全生产实务 公共科目 2.5小时



注册安全工程师主推及收费标准

中级安全工程师
班次 科目 上课时间 课时 收费

基础网络班 全4科 随报随学 64课时
全科1000元
单科300元

精讲班 全4科 7-8月 64课时
全科3600元
单科1200元

冲刺班 全4科 考前半个月 30课时
全科3200元
单科1000元

优惠套餐：
1.系统强化班（全科基础+精讲+冲刺）5800，实务 2000/科，公共科 1600/科 
2.系统保障班（2 年服务，签订协议）7800，实务 2880/科，公共科 1880/科 
3.VIP 保障班 9800，单科 3800，两年不过按协议退费



注册安全工程师主推及收费标准

初级安全工程师
班次 科目 上课时间 课时 收费

基础网络班 全2科 随报随学 32课时
全科600元
单科300元

精讲班 全2科 7-8月 32课时
全科2080元
单科1200元

冲刺班 全2科 考前半个月 16课时
全科1880元
单科1000元

优惠套餐：
1.系统强化班（全科基础+精讲+冲刺）3600，实务 2000/科，法律 1600/科 
2.系统保障班（2 年服务，签订协议）4680，实务 2880/科，法律 1880/科 
3.VIP 保障班 5800，单科 3800，两年不过按协议退费





注册消防工程师基本概念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报考条件

专业及年限
学历 消防专业/从事工作年限 相关专业/从事工作年限 其他专业/从事工作年限

大专 6/4 7/5 8/6

本科或者学位 4/3 5/4 6/5

双学位或者研究生 3/2 4/3 5/4

硕士学历或者学位 2/1 3/2 4/3

博士学历或者学位 1/1 2/2 3/3



注册消防工程主推及收费标准

班次 科目 上课时间 课时 收费

基础班 三科 5-7月 32 2000不分科

精讲班 三科 7-8月 56 三科联报2400

冲刺习题班 三科 9-10月 24 三科联报3600

封闭特训 三科 10-11月 24 6800

点题班 三科 三科联讲 16 三科联报3600

优惠套餐：
1. 系统强化班（基础+精讲+冲刺习题+题库）6980 元，单科 3000 元
2. 系统保障班 （系统强化班+点题班）9880 元，单科 3800，服务 3 年，签订协议 
3. 总裁班（系统保障+封闭特训），16800 元，单科 6000 元，服务 2 年，第三年降 为系统保障班，
签订协议。 
4. 网络通关：（高清视频）4800 元，基础班+强化班+习题班+真题班+规范+题库，服务 3 年





奇点建筑学院 —— 内训介绍
Shenzhen qi-dian arch college —— enterprise training

精益求精   不断追求行业培训深度



谈到建筑企业内训，人们往往说：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training, people often say:



人才培养、技术升级、提升竞争力是内训目标
Personnel training, technology upgrade,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人才培养 技术升级 提升竞争力



我们为建筑企业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
We are building a business to build a solution

  奇点  
企业大学

最大程度节省企业开销

缩短新员工培训周期三个月，
直接节省每年新员工工资50万元

真正提升员工岗位技能
降低企业工程安全事故隐患

员工技能的提升带来企业整体生
产效率的增加，使得企业在项目
竞争中更具有优势

避免员工由于基础技能与经验匮
乏所造成的安全事故损失



课程体系宝典-基础课程
针对0-3年的企业员工，掌握所在岗位基本技能及工作岗位要求，尽快胜任岗位工作；缩短新员工培训周期，节约企业培训花费

BIM建模类内训 BIM概述 Revit软件教程 族的应用 Navisworks系列 等级考试真题解析

工程造价类内训 造价识图 钢筋手算 广联达软件操作 清单、定额 合同招投标管理

施工管理类内训 生涯规划 施工工艺 施工流程 安全管理 项目管理

企业考证类内训  一级建造师  二级建造师  一级造价师 安全工程师 消防工程师

建筑装配式内训 国家标准 设计方案 连接施工 运输安全 成本采购



课程体系宝典-定制课程
针对在岗3-10年的项目各岗位管理人员，快速晋升为项目管理决策层；为企业传承技能经验，增强企业管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施工技术 现场平面布置 进度计划管理 施工资料编制 施工工法 项目总工岗位技能

生产管理 管理技能 职业提升技巧 钢筋工程 模架工程 混凝土工程

质量管理 项目质量管理 《建设工程质量条例》
宣贯 项目部质量全过程控制 创优工程实施技巧

安全管控 施工安全控制 现场安全计算 质量安全技术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实操讲座 项目分包管理 项目经理职业提升技巧

商务预算 合同深解 (FIDIC) 广联达图形技巧操作 建筑工程成本核算 建筑工程的审核 商务经理综合管理能力

四新技术 深基坑施工技术 绿色施工技术 超高层施工技术



内训流程 10年标准化流程保证内训效果

提出需求 需求确定 方案制作 方案实施 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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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成人高考？



武汉工程大学

学校简介：

武汉工程大学创建于1972年6月，原名湖北化工石油学院，隶属湖北省。198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

名为武汉化工学院，改由原化工部主管。1998年7月，随着高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学校划转到湖北省管理，实行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湖北省管理为主。2006年2月，经教育部同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武汉

工程大学。湖北省重点建设高校，在2019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我校位列第126位。

招生专业：

专升本：法学、电子商务、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采矿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环境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工程、土木工程、制药工程



华中农业大学

学校简介：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起点之一。学校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1898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几经演变，

1952年，武汉大学农学院和湖北农学院的全部系科以及中山大学等6所综合性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成立华

中农学院。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大学，直属农业部。1985年，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2000年，

由农业部划转教育部直属领导。2005年，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2017年，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

招生专业：

专升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管理、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广东理工学院

学校简介：

广东理工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14年5月16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学院

正式更名为广东理工学院，办学定位为本科层次应用技术类型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院多次获得国家、省级的表

彰和授予荣誉，连续十年被授予“广东高等教育院校竞争力10强单位”称号。

招生专业：

高升专：建筑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工程造价、市场营销、

 商务英语、人力资源管理、广告设计与制作、服装与服饰设计、动漫制作技术、建筑室内设计

专升本：风景园林、电子信息工程、物流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服装设计与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商务英语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简介：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2002年4月，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

公办全日制高等院校。学校现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第一轮建设单位（

B档），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教育部“中德职教汽车机电合作项目”试点

院校，现拥有3个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招生专业：

高升专：工商企业管理、会计、物流管理、金融管理、投资与理财、国际商务、报关与国际货运、电子商务、

文秘、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智能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汽车电子技术、建筑工程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应用电子技术、商务英语、旅游英语



暨南大学

学校简介：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是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共建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直属中央统战部管理。目前，学校学科齐全，文理工医兼备，设有37个学院和研究生院、本科生院，有58个系，

20个直属研究院（所）；有本科专业9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4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4个，专

业学位授权类别31种；有博士后流动站19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

招生专业：

高升专：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电子商务、商务英语、计算机网络技术

专升本：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金融学、法学、汉语言文学、商务英语、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护理学



什么是远程教育？



国家开放大学

学校简介：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成人为主。它是一所四级大学，

是国家开放大学的总部，省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设立的省分行，地方学院和学习中心（教学点），主要由

广播电视大学的分行和工作站建立。由学校组成的办学体制。全国扩大的办学网络覆盖全国城乡，并与政府有关

部门、行业、企业和社区合作，通过国家教育总局向社会学习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学术和非学术继续教育。

招生专业：

高升专：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会计、酒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学前

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广告设计与制作、室内艺术设计、英语（经贸方向）

专升本：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会计学、学前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东开放大学

学校简介：

广东开放大学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省教育厅直属，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开展远程开放

教育并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新型高等学校。学校服务于广东学习型社会建设，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

社区、面向农村，为学习者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广东开放大学同时是国家开放大学分部，目前开设开放教育本科专业15个、专科专业26个。41年来，学校累计

培养各类毕业生约126万人，为提高广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及高等教育，提升全民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招生专业：

高升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会计、公共事物管理、法律事务、工商企业管理、商务英语、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物业管理

专升本：法学、文化产业管理、经济与金融、电子商务、学前教育、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武汉理工大学

学校简介：

武汉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

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70年来，学校共培养了近60万名高级专门人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为建

材建工、交通、汽车三大行业培养人才规模最大的学校，已成为我国“三大行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

要基地。目前学校普通本科生36000余人，博士、硕士生18000余人，留学生1700余人。

招生专业：

高升专：工商企业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专升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法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土木工程、物流管理、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工程管理、汽车服务工程、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采矿工程、交通运输、电子商务、

人力资源管理



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简介：

西南科技大学坐落于中国科技城——四川省绵阳市。学校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四川省人民政府

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西部14所高校之一。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赞誉学校“共建与区域产学研联合办学”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办学路子。学校现任党委书

记陈永灿、校长董发勤。

招生专业：

高升专：会计、法律事物、建筑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专升本：经济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法学、英语、汉语言文学、农学、机械设计

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交通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积分入户轻松成为深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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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师资是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精准量身定制细化课程内容



课程班主任全程跟踪学习过程



职业规划师一对一指导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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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

深圳某学院老师、高级工程师；

20年国有企业从事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技术管理和预算工作经验；

15年深职院建筑工程系担任造价专业专职教师教学经验；

主讲《定额原理》、《建筑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实训》

15年职业培训机构从事安装造价课程教学经验



王老师

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武汉城建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25年国有企业中建三局从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预算工作经验，退休后在深圳多家建

筑施工单位、地产公司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擅长工程量手算及软件算量套价、招投标

管理、工程成本控制。

12年职业培训机构从事土建、装饰、市政造价课程教学经验



耿老师

机电工程师 、建设部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安装专业）； 

曾在深圳某国企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参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东门金融大厦》设计

项目获得 深圳市建筑装饰协会优秀奖。 

2008年至今专注工程造价行业，曾任深圳某工程顾问公司 安装造价负责人，深圳某

甲级造价咨询公司质量部主管、 安装审核等职位。推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道理，教学条理清晰、通俗易懂、举一反三，受到学员的好评 。



林老师

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国家注册造价师、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20年房地产给排水、建筑电气、空调工程设计与造价管理工作经验；

目前就职于深圳某地产公司担任机电主管职位；

擅长设计前期各项工作、招投标、合同管理、成本控制、竣工结算等。

10年职业机构从事安装造价、精装饰造价课程教学经验。



杨老师

机电类的理论及技能较全面，现场经验丰富，文笔基础扎实，对招投标、房地产开

发的工作流程等比较熟悉。尤其擅长机电（水电）安装的预结算工作。熟悉技术标和

商务标的编制。对施工中材料摊销、工艺变异等与定额差异的经济技术问题、结合施

工工艺进行成本控制的管理等，有较广的知识面和一定的经验。对机电设计方案的审

议、评估及质量的预控、施工图的审核均可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可独立完成多专业

综合管线图、完工竣工图的绘制。



孔老师

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中级建筑经济师；

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参加工作15年，先后担任工程成本审核、成本控制、预结算、工程成本审计、结构设

计等1 工作，熟悉房地产开发招投标流程及成本控制要点熟悉招投标法。

12年职业培训机构从事土建、装饰、市政造价课程教学经验



黄老师

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工程师；

30年装饰行业从业经历，20多年从事在造价岗位经验，7年左右的职业培训机构从事

装饰造价、安装造价课程的教学经验，曾就职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造价咨询单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擅长工程量手算及软件算量套价、招投标管理、成本分析及控制等。



周老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工程师、土木工程毕业；

高校工程造价专业兼职讲师、企业兼职顾问，二十多年建筑行业从业经验，先后在施

I单位、地产公司从事建筑装饰、园林、安装及市政I程等项目的全过程造价管理工作,

目前任职于国有地产开发企业从事造价管理工作。

擅长工程项目的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及招标控制价的编制、动态成本的

控制以及工程纠纷的鉴定与解决。



黄老师

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工程师；

30年装饰行业从业经历，20多年从事在造价岗位经验；

7年左右的职业培训机构从事装饰造价、安装造价课程的教学经验，曾就职于设计单

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造价咨询单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擅长工程量手算及软件算量套价、招投标管理、成本分析及控制等。



陈老师

注册建造师、中级工程师、建筑工程本科毕业；

参加工作13年，从事资料管理编辑工作，各施工过程质量的控制、问题的处理、、签

证的编制、 参与图纸会审、资料的跟进与报审、材料(结构)的检测、分部工程或竣工

的申请验收等有较丰富的经验。

现在就职于深圳某施I单位,担任项目资料主管职位；

5年职业培训机构从事全科资料及企业内训等课程。



李老师

注册建造师，中级工程师，深圳某知名建设档案工作室创始人；

2005年进入广州萝岗保利林语山庄项目开始从行建筑资料行业，至今15年；

期间在广州、北京、三亚、深圳等多地负责房地产项目、大型装饰项目、设备安装、

市政道路、雨污分流、公园建设等大小项目二十余个；

近期参与的百合商业楼项目获得深圳市双优荣誉；

熟知各项施工工艺规范，送检流程，工程资料软件，有丰富的工程资料实操与管理经

验。



廖老师

注册建造师、中级I程师、毕业于地质大学；

参加工作15年，从事资料管理工作，对土建资料(基坑、土方、主体)安装资料(电气、

给排水、消防、空调)、装饰资料(工装、精装修)开工、竣工、造价资料等有着多年管

理的丰富工作经验。

现在就职于中建某局，担任项目资料主管职位；

5年职业培训机构从事土建、安装、装饰资料等课程。



吕老师

2015年开始从事BIM，具有中国人社部及中国图学学会联合颁发的BIM高级建模师

(建筑、结构设计专业)证书;

曾主要参与香港机场、港珠澳大桥旅检大楼等；

著名项目的BIM咨询服务;

具有多年的BIM咨询和教学经验。



沙老师

2015年开始从事BIM，具有美国PMI协会颁发的PMP资格认证、中国人社部及中国

图学学会联合颁发的BIM高级建模师(建筑设计专业)证书;

曾主要参与深圳万科相关项目的BIM正向设计及标准研究;

具有多年的BIM咨询及管理经验。



甘老师

2015年开始从事BIM，具有中国人社部及中国图学学会联合颁发的BIM建模师证书;

主要研究酒店及商业综合体项目的BIM应用实施；

曾主要服务的客户有深圳万科及佳兆业集团；

具有丰富的BIM实操经验。



杨老师

大学本科，BIM项目管理师，Autodesk全球认证讲师，高级BIM工程师，广联达金

牌讲师。曾为多家大型央企单位提供BIM，造价专业定制化培训 ，参与北京万豪酒店、

深圳口腔医院，深圳地铁8号线、前海国际学校项目的BIM设计以及BIM应用，参与

锦绣科学园项目BIM创新杯设计项目获得优秀奖。精通Revit、Navisworks、

Lumion、Fuzor、3dMAX等软件；推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教学条

理清晰、通俗易懂、举一反三，受到学员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