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专科推优免试专升本】学生 

【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缴费的通知 

经过学生报名、教学站汇总、学校审核公示等环节，最终有 43 名学生获得我校 2016

年专科推优免试专升本资格（名单见附件 1）。 

请获得我校 2016 年专科推优免试专升本资格的学生，务必于 9 月 4 日-5 日，登录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bjeea.cn 【成考成招/网上报名】栏目）进行成考

报名与缴费（具体步骤见附件 2）。 

逾期未完成成考报名者，视为放弃免试生资格。 

 

附件： 

1、北方工业大学 2016 年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推优免试专升本录取名单 

2、2016 年免试生成考报名流程 

 

 

北方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6 年 7 月 6 日   



附件 1 

北方工业大学 2016 年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推优免试专升本录取名单 

序号 教学站 班级 学号 姓名 报名专业 

1 计(zy)14-7 20140413711 蔺超 校本部 _ 工商管理 

2 计(zy)14-6 20140413603 刘建杰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昌平 

计(zy)14-6 20140413614 王小峰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计(zy)14-4 20140513432 孟天怡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计(zy)14-4 20140513428 王丽丽 丰台 _ 工商管理 

6 计(zy)14-4 20140513419 王征 丰台 _ 工商管理 

7 计(zy)14-4 20140513417 谢云龙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会(zy)14-5 20140505501 侯林飞 校本部 _ 工商管理 

9 会(zy)14-5 20140505532 郭银霞 校本部 _ 会计学 

10 会(zy)14-4 20140505416 郑红妍 校本部 _ 会计学 

11 会(zy)14-5 20140505520 陈雪飞 丰台 _ 工商管理 

12 会(zy)14-5 20140505533 韩春燕 丰台 _ 工商管理 

13 

房山 

会(zy)14-4 20140505407 贾金绪 丰台 _ 工商管理 

14 计(zy)14-3 20141613316 杨震 丰台 _ 工商管理 

15 计(zy)14-2 20141613216 程方文 丰台 _ 工商管理 

16 计(zy)14-2 20141613210 张超悦 丰台 _ 工商管理 

17 计(zy)14-3 20141613315 边燕生 丰台 _ 自动化 

18 计(zy)14-3 20141613314 王翔 丰台 _ 工商管理 

19 计(zy)14-3 20141613320 甘立娜 丰台 _ 工商管理 

20 计(zy)14-2 20141613207 英杰 丰台 _ 工商管理 

21 计(zy)14-3 20141613307 王欢 丰台 _ 工商管理 

22 计(zy)14-2 20141613208 章磊 丰台 _ 工商管理 

23 会(zy)14-2 20141605223 赵丽敏 丰台 _ 工商管理 

24 会(zy)14-2 20141605213 杨丽稳 丰台 _ 工商管理 

25 会(zy)14-3 20141605314 冯新颖 丰台 _ 工商管理 

26 会(zy)14-3 20141605318 苟智梅 丰台 _ 工商管理 

27 会(zy)14-2 20141605205 冯春雨 丰台 _ 工商管理 

28 会(zy)14-2 20141605212 陈艳 丰台 _ 工商管理 

29 

丰台 

会(zy)14-2 20141605220 黄芳 丰台 _ 工商管理 

30 计(zy)14-5 20140613506 郝乐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1 计(zy)14-5 20140613502 邓建奎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 计(zy)14-5 20140613503 刘源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3 会(zy)14-6 20140605618 杨建丽 校本部 _ 土木工程 

34 会(zy)14-6 20140605627 安荷花 校本部 _ 会计学 

35 会(zy)14-6 20140605619 王丽华 校本部 _ 土木工程 

36 

门头沟 

会(zy)14-6 20140605617 王迪 校本部 _ 会计学 

37 机电(zy)14-1 20140144103 秦海滨 丰台 _ 自动化 

38 机电(zy)14-1 20140144116 张艳雨 校本部 _ 会计学 

39 计(zy)14-1 20140113106 张立超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计(zy)14-1 20140113104 樊燕华 校本部 _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 会(zy)14-1 20140105112 刘丽苹 校本部 _ 会计学 

42 会(zy)14-1 20140105104 常俊妹 校本部 _ 会计学 

43 

校本部 

会(zy)14-1 20140105107 葛富佳 校本部 _ 会计学 



附件 2 

2016 年免试生成考报名流程 

1. 9.4-9.5 期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http://www.bjeea.cn）站， 

找到【成人高考】报名入口 

2. 进入报名入口，选择免试生专升本报名 

 

3. 阅读相关说明和要求 

 

4. 填写专升本免试生报名登记表 



 

a) 注意，在免试生类别栏中，选择自己相应的免试类别：【专升本-成人专科】 

 

b) 如出现如下提示，则表明该学生输入的姓名或身份证号与院校提供给考试院的

数据不相符，请核对输入信息或与学校联系（88803284、88802089）。 

 



c) 考生志愿信息部分，将会显示院校上报的考生志愿信息，考生无法修改。 

 

 

5. 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报名，会显示学生的报名信息。学生确认无误后，请点击网

上交费按钮。如有错误，请返回修改。 

 

 

6. 点击【网上交费】后，进入到网上交费主页面，在此页面中，考生点击相应的银行。 

 

 

7. 选择您持有银行卡的所属银行，点击进入（例：中国建设银行），如下图： 



 

 

8. 进行网上银行支付或者账号支付。如果支付成功，出现成功界面，如下图： 

 

 

9. 交费成功后，学历证书的相关信息要经教育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比对和审验，

如图： 

 

10. 如果考生专科学历信息验证通过，系统提示如图： 

 

11. 缴费且验证学历成功后，即完成了免试生的确认工作（学生不需要再去区县考

试中心进行现场确认），点击【确认网报结束】，完成成考报名工作。 

12. 如学历验证一直不成功，请联系学校（88803966、88802089、88803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