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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生入学 

一、新生报到注册 

新生收到通知书后查看个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专业等），

如有问题，在 2023 年 2 月底前联系校外教学点或学院招生科

（0537-3616788）。 

二、平台下载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籍管理、课程学习、线上考试等工作

都是依托平台操作的。开学后即可登录继续教育网络管理平台（网

址：http://jnmc.sccchina.net/，用户名：学号；密码：身份证

号后 6位）进行学习。手机端请在 APP 搜索“学起 Plus”或扫描

下面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课堂面授及考试时间请关注学校或校外教学点下发的通知。 



三、信息确认 

学生登录客户端以后，系统会弹出身份核验和信息确认的页

面，学生须认真核对个人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民族等）。如果没有错误，点击“确认无误”按钮；如果有错误，

点击“反馈错误”，等待学院处理以后，可正常进入系统浏览和缴

费。同时，基本信息错误需要变更的，联系校外教学点负责老师，

准备信息变更所需要的材料。基本信息确认流程见附件 1。 

四、学费缴纳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实行缴费注册制： 

1.学生登录学校统一缴费平台（http://cwjf.jnmc.edu.cn/xysfcj/）

自主缴费。 

2.新生缴纳学费的日期为 2023年 2 月 10日-3月 10 日。 

3.学费标准为 3200 元/学年。学校不跨学年预收学费，学费

按学年收取，在校生也需要在每年规定时间内在平台完成缴费进

行学年注册。 

4.学费实行自主缴纳，学校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代收学费，

学生擅自将学费交给他人，所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5.收费截止日后，学校将在官方平台公示未缴学费学生名单，

未缴费新生将取消注册资格。望及时关注、核实，如因未按时缴

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6.学费缴纳 

流程详见附件 2、附件 3。 



五、人像比对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精神，学生入学后要采集学生本人真实照

片，并与录取照片、国家人口库照片进行人像比对。其比对结果

存入学籍档案。 

比对流程请关注学校或校外教学点下发的通知。 

六、前置学历 

专升本层次的学生,入学前必须取得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

教育系列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前置学历待查学生,务必在中国高

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学历认证,并将认证报告或电子注册备案

表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之前通过校外教学点提交继续教育学院

学籍管理科。 

 

第二部分  在校期间 

一、 课程学习 

根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特点，目前，我校学生学习形式主

要包括网络学习、集中面授学习和自学。网络学习学生通过登陆

济 宁 医 学 院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管 理 平 台 （ 网 址 ：

http://jnmc.sccchina.net/）查看并点播网络课程进行自学，也

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进行学习。系统会自动记录学生网络学习情况，

按照比例计入最终成绩。 

二、考务管理 

1、期末考试：根据教学进度，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分



为考试课和考查课。考试课为线下考试，由各校外教学点组织进

行，考查课为线上考试。 

2、补考：补考原则上安排在下学期进行；补考方式为线上考

试；成绩合格者，一律按 60 分计。 

三、学位授予 

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取得毕业生资格的学生，参加山东省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合格（或公共英语三级），并参

加学校组织的专业主干课程考试合格，即符合学位申报条件，通

过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后授予学士学位。 

四、转专业 

需转专业者，由学生本人在 2023 年 3 月 31日前填写《转专

业申请表》，通过校外教学点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仅能在学籍注

册后的第一学期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转入新专业。每生在籍期

间只能有一次转专业机会。有关专业的报考条件可参考附件 4。 

以下几种情况不得转专业： 

（1）不符合拟转专业报名条件者（以当年招生简章为准）； 

（2）跨科类、跨不同学历层次； 

（3）相同科类层次不同专业当年学校录取的低分转高分。 

 

第三部分  毕业管理 

一、毕业成绩要求 

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



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二、学历照片采集 

严格执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制度，学生应在毕业前 

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照片的采集上传。 

三、毕业档案 

（1）学生在校期间建立学籍档案； 

（2）毕业时的毕业档案包括：学籍卡、成绩单、考生信息表、

毕业生登记表、毕业生实习鉴定表，毕业档案随毕业证一同转移

或发放。毕业档案请妥善保管，遗失不补。（注意不要私自拆开封

条）。 

四、毕业证补办 

毕业证书丢失者，可申请办理《毕业证明书》，详见

https://jxjy.jnmc.edu.cn/2021/1112/c4035a125571/page.htm 

，所提交的材料经学校核实无误后方可办理。 

 

学校地址：济宁市建设南路 33号（任城校区） 

联系电话：0537-3616788（招生办） 

          0537-3616257（学籍科） 

0537-3616259（教学管理科） 

学校网址：https://jxjy.jnmc.edu.cn/main.htm 

 

2023 年 3月 10日 



附件 1：        

新生基本信息确认操作说明 

 

一、下载和登录“学起 PLUS”。 

新生扫描“学起 PLUS”APP 二维码，见下图 1。下载

后登录，首次登录（用户名：学号；密码：身份证号后 6

位）。 

 

图 1 学起 Plus app 

二、信息确认 

1、登录后，依据页面提示，如下图 3 和图 4 ，点击【立

即核验】和【我知道了】进入下一步。 



 
图 2 立即核验                    图 3  我知道了 

学生登录客户端以后，系统会弹出身份核验和信息

确认的页面，学生须认真核对个人基本信息（如姓名、

性别、身份证号、民族等）。如果没有错误，点击“确认

无误”按钮；如果有错误，点击“反馈错误”，等待学院

处理以后，可正常进入系统。特别提示：基本信息错误

需要变更的，需联系校外教学点负责老师，准备信息变

更所需要的材料。 



 

图 4 确认界面 

 

 

 

 

 

 

 

 

 

 

 

 



附件 2：          

缴费方式及操作流程 

交费方式：支持微信、支付宝以及银联卡等多种支付手段。  

缴费操作流程： 

方式一：扫码缴费 

1.通过微信、支付宝 APP 扫下方二维码（图 1） 

 

图 1：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手机登录二维码 

2.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位（末尾是字母的需要

大写）。 

               

图 2：统一支付平台登录页面          图 3：学费缴费页面 



3.点击“学宿费待缴”（图 3）后，选择需要缴费的项目，再

点击右下角“缴费”图标（图 4）。核对“付款人”、“交易金额”

等支付信息，选择“聚合支付”后，再点击确认支付（图 5）。 

               

图 4： 缴费页面                  图 5：确认支付页面 

 

方式二： 

登录学校统一缴费平台：http://cwjf.jnmc.edu.cn/xysfCj/，

进行缴费。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 位（末尾是字母

的需要大写）。 

 

http://cwjf.jnmc.edu.cn/xysfCj/


登录后，点击“学费缴费”中的“学宿费待缴”，系统会显示当前

登陆用户的欠费项目及明细，选择需要缴费的项目后点击下方“下

一步”图标，按步骤缴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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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子发票获取流程 

1.首先点击主页面左上角菜单图标,再点击已缴费查询，即出

现缴费明细。见图 1-1和图 1-2 

                

图 1-1                               图 1-2 

2.点击本次缴费需要生成电子票据明细条框，再点击蓝色“查

询”链接即可生成电子票据（需提前向财务处申请），长按电子票

据图片即可保存至本地。见图 1-3，图 1-4，图 1-5 

             

图 1-3                  图 1-4                图 1-5 

 

 

  



附件 4： 

《山东省 2022 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中报名条件 

1.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从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

者具有同等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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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专

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2.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

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

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及以上

相应专业学历；或者持有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乡

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

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报考医学类的考生必须满足上述条件，证书的真实性由考生

负责。 

注：成人教育学历不能作为参加医师、护士执业考试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