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是湖北省属普通本科院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

秀”高校、全国百所产教融合示范高校、全国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

点高校、湖北省转型发展试点高校。

学校坐落在湖北省咸宁市，现有温泉、咸安两个校区，校园总面积 1861 亩，

校舍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学校现有各类在校生 200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197

人、留学生 176 人；现有教职工 1800 余人，其中正高职称 170 人、博士 299 人、

研究生导师 120 余人；现有特聘院士 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省级特

聘教授 10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6人、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 15 人、

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 6人、全国优秀教师 3人。学校教学仪器设备

总值 2.39 亿元；图书馆藏书 210 万册，中外文期刊 14 万种，电子数据库 28 个。

校园风景优美，办学条件完善，被评为“生态园林式学校”。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学校办学历史溯源于 1937 年创立的蒲圻

简易师范学校和 1965 年创办的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历经传承演变，2002 年咸

宁医学院与咸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咸宁学院，2012 年更名为湖北科技

学院。学校 1965 年起开办高等教育，1977 年开办本科教育，1995 年开展联合培

养研究生教育，2011 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单位，独立开展研究生教育。建校以来，全校师生员工凝心聚力、求真务

实、砥砺奋进，形成了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凝练成“弘德、博学、敏行、

敢先”的校训和“学生为本、学者为先、依法治校、立德树人”的办学理念，校

园文化氛围浓郁。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办学特色鲜明。学校形成了以医学为传统优势，理学、



工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学校设有教学学院 19 个，独立设置的科研机构 4

个，本科专业 62 个，国家专业硕士特需项目 1个。现有“十三五”省属高校优

势特色学科群 1个（医药工程学科群）、省级重点（特色）学科 2个（药学、核

科学与技术）、省级重点（培育）学科 2个（临床医学、教育学）、楚天学者设

岗学科 11 个，湖北省高校改革试点学院 2个（爱尔眼视光学院、药学院），学

校入选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建设计划。

学校教学改革深入，育人成效显著。学校现有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 1个（药学专业）、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 3个（药学、生物医学工程、地理科

学）、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6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

地理科学、核工程与核技术、临床医学、小学教育）、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

计划项目 8个、“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5个、省级一流专业 13 个、

省级品牌专业 4个、省级精品课程 21 门、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5个，省级优

秀教学团队 8个，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学校建有国家级实验实训中心

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省级实习实训基地 5个、省级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示范中心 1个、省级创新创业和实践基地 4个、省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基地

1个，教学实践基地 320 余个。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十三五”

以来，学生参加各类学科和科技竞赛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2100 余项，多次

在“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等大赛中获奖。

学校科研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学校建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

个（材料辐射改性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省级“2011 计划”1个（非

动力核技术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 2个（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辐射化学与功能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2个（鄂南文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省级工程

实验室 1个（材料辐射改性湖北省工程实验室）、省级重点产业化团队 1个（非

动力核技术产业化创新团队），应用型研发团队 6个。近五年，学校教师共承担

教研、科研项目 2000 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6项、省部级项目 140 余项；获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奖励 120 余项，其中

省部级以上奖项 25 项。

学校开放办学多元，对外交流频繁。学校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

依托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研究中心、中国古瑶文化研究基地、湖北省校企共建

电机与控制系统研发中心、湖北省香花植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湖北省咸宁智能机电产业技术研究院、咸宁研究院、咸宁市全

科医学培训中心、咸宁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基地、咸宁桂花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鄂东南传统建筑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学校

现有附属医院 10 所、教学医院 5所，校企合作单位 250 余家。学校建有院士工

作站 1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2个、省级校园科技创业孵化器 1个、产学研合作

基地 50 余个、全国性考试考点 3个。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先后与美国、德国、

英国、西班牙、新西兰、韩国、匈牙利等 12 个国家的高校开展实质性合作办学。

八十余载栉风沐雨、弦歌不辍，学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 15

万余人，他们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基层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的骨干力量，大批杰出校友成长为海内外学界名流、商界雄才、政坛精英。学

校先后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思想政治工

作基层先进单位、湖北省示范思政课教学基地、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先进集



体、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湖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湖北省高校后勤管

理先进集体、湖北省高校学生公寓管理先进单位、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

新的历史时期，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

绕转型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依法依规治校，不断提升发展水

平和服务地方能力，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不懈奋

斗。

湖北科技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一览表

层次名称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学制 学习形式

专升本

临床医学 医学类 2.5 年 业余

医学影像学 医学类 2.5 年 业余

口腔医学 医学类 2.5 年 业余

预防医学 医学类 2.5 年 业余

药物制剂 经管类 2.5 年 业余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类 2.5 年 业余

眼视光学 医学类 2.5 年 业余

护理学 医学类 2.5 年 业余/函授

学前教育 教育学类 2.5 年 函授

小学教育 教育学类 2.5 年 函授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类 2.5 年 业余

应用心理学 经管类 2.5 年 业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2.5 年 函授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2.5 年 函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2.5 年 函授

生物医学工程 理工类 2.5 年 函授

园林 农学类 2.5 年 函授

药学 经管类 2.5 年 函授

工程管理 经管类 2.5 年 函授

工商管理 经管类 2.5 年 函授

财务管理 经管类 2.5 年 函授

公共事业管理 经管类 2.5 年 函授



酒店管理 经管类 2.5 年 函授

英语 文学类 2.5 年 业余

汉语言文学 文学类 2.5 年 函授

音乐学 艺术类 2.5 年 业余

美术学 艺术类 2.5 年 业余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2.5 年 业余

层次名称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学制 学习形式

高升本

临床医学 理工类 5年 业余

医学影像学 理工类 5年 业余

口腔医学 理工类 5年 业余

预防医学 理工类 5年 业余

药物制剂 理工类 5年 业余

医学影像技术 理工类 5年 业余

眼视光学 理工类 5年 业余

护理学 文史类 5年 业余/函授

学前教育 文史类 5年 函授

小学教育 文史类 5年 函授

体育教育 文史类 5年 业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5年 函授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5年 函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5年 函授

生物医学工程 理工类 5年 函授

药学 理工类 5年 函授

工程管理 理工类 5年 函授

工商管理 文史类 5年 函授

财务管理 文史类 5年 函授

公共事业管理 文史类 5年 函授

酒店管理 文史类 5年 函授

汉语言文学 文史类 5年 函授

音乐学 文史类 5年 业余

美术学 文史类 5年 业余

视觉传达设计 文史类 5年 业余

层次名称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学制 学习形式

高升专
临床医学 理工类 2.5 年 业余

护理 理工类 2.5 年 业余/函授



二、学籍与文凭性质

学员参加成人高考取得国家承认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籍，层次有高升专、

高升本、专升本；学习形式为业余或函授，面授、线上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学籍

和毕业文凭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电子注册；本科毕业生

符合相关条件者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三、报考条件

①报考高起本或专科的考生应具有高中(中职、技校)毕业文化程度。

②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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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

③ 医护类各专业须有医护类执业资格证书。

四、报名方式

①报名形式：成考报名实行网上报名方式

②报名网址：http://www.hbea.edu.cn/（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

③报名时间：每年 8月下旬

五、成考科目与时间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考试统考科目每科满分为 150 分。高升专统考科目

每门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专升本每门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高升本综合考试科

目时间为 150 分钟，其余科目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层次 专业课 公共课

专 医学类 医学综合 政治、外语



升

本

理工类 高数（一）

经管、农学类 高数（二）

文史类 大学语文

教育学类 教育理论

艺术类 艺术概论

高升本 语文、数学（文/理）、外语、史地/理化

高升专 语文、数学（文/理）、外语

五、垂询方式

地址一：湖北科技学院驻当地函授站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二：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 88 号,行政楼 2019 室

网址：http://jxjyxy.hbust.com.cn

招生电话：0715—8338284 0715-8260554

http://jxjyxy.hbus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