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辽教办 E⒛ 22〕 8号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犭 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

学习中心年检结果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⒛21年度普通高校现代

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年检工作的通知》(辽教办 E⒛ 21〕 336号 )

要求,我厅组织开展了普通高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年度

检查工作。经检查,有 46个校外学习中心年检合格,可 以继续招

生;7个校外学习中心年检不合格,责令停止招生。现将年检结

果予以公布 (见附件 )。

各高校要认真履行办学主体责任,规范办学行为,切实加强

管理和监督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各校外学习中心要按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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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高校有关规章制度,严格组织教育教学,做好学生管理和学习

支持服务,确保现代远程教育规范健康发展。

附件:辽宁省 2021年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年检结果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

辽宁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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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辽宁省⒛21年度现代远程教育
校外学习中心年检结果

表一:年检合格的校外学习中心

序号 试点高校 承办单位 校外学习中心名称

1 北京交通大学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9
乙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函授及远程教育

工作站

北京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函授及远

程教育工作站学习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师范大学学习中心

4 北京理工大学 沈阳工吹学校
北京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工贸学校学习中心

5 北京师范大学 朝阳开放大学
北师大现代远程教育

朝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习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锦州开放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

锦州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大连开放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

大连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 大连职工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大连职工大学学习中心

北京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心

重庆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
重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工业大学学习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朝阳市科技干部进修学

院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朝阳科技干部进修学院学习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管理委员会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盘锦本部学习中心

14 大连理工大学
鞍山大工研究院科技有

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鞍山本部学习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中共营口经济技术开发

区工作委员会党校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营口经济开发区党校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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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高校 承办单位 校外学习中心名称

大连理工大学
桓仁满族自治县职业教

育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桓仁职业教育中心学习中心

18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何氏医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何氏医学院学习中心

19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科技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科技大学学习中心

20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则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大连本部学习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 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学习

中心

9
乙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何氏医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何氏医学院学习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
沈阳奉天育霖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奉天育霖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学习中心

24 东北大学 朝阳开放大学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朝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东北大学 沈阳开放大学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东北大学 渤海大学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渤海大学学习中心

o
乙 东北大学 鞍山开放大学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鞍山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28 东北大学
大连电子信息应用教育

中心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大连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

29 东北农业大学 辽宁开放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30 电子科技大学 大连职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大连职工大学学习中心

吉林大学 辽宁教育人才培训中心
吉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教育人才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天津大学
沈阳国际科学技术专修

学院

天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国际科学技术专修学院学习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
沈阳市世纪星朗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市世纪星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

中心

34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函授及远程教育

工作站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函授及远

程教育工作站学习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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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高校 承办单位 校外学习中心名称

36 中国传媒大学 辽宁理工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理工学院学习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 (北

京 )

辽宁开放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38
中国地质大学 (武

汉 )

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学习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 朝阳开放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朝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茌0 中国农业大学 沈阳开放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茌1

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 )

辽河油田培训中心
中国石油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河油田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丬
△ 中国医科大学 鞍山开放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鞍山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茌3 中国医科大学 朝阳开放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朝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44 中国医科大学 丹东中医药学校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丹东中医药学校学习中心

45 中国医科大学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习中心

46 中国医科大学 沈阳开放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开放大学学习中心

表二:停止招生的校外学习中心

序号 试点高校 承办单位 校外学习中心名称

1 东北大学
辽宁省英博睿职业培

训学校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省英博睿职业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2 东北大学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

院

东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3 东北财经大学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习中心

4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沈阳本

部学习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沈阳本部学习中心

5 武汉理工大学
大连金格玻璃有限公

司

武汉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大连金格玻璃有限公司学习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 大连大学医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大连大学医学院学习中心

7 中国医科大学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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