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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东 开 放 大 学  
 

 
 

 

粤开大规划函〔2020〕3 号 

 

 

关于基层开放大学更名挂牌及建设方案编
制等情况的第三次通报 

 

各市、县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进基层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发

展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84 号）、《广东开放大学关于

推进基层电大转型发展建设基层开放大学的通知》（粤开大

〔2017〕1 号）和《广东开放大学关于编制基层开放大学建

设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开大〔2017〕13 号）等精神，

全省基层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在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更名挂牌和建设方案编制工

作。根据各学校报来情况，现将截止到 2020 年 7月 15 日的

情况通报如下。 

一、更名情况 

19 个市级开放大学全部完成更名，占比 100%； 

62 个县级开放大学完成更名，占比 91%。 

二、建设方案备案情况 

7 个市级开放大学建设方案已经备案，占比 37%； 

20 个县级开放大学建设方案已经备案，占比 29%。 





 
  

附件 

 

基层开放大学更名挂牌及建设方案编制等情况统计表 
 

序号 市 县 更名情况 挂牌情况 论证情况 备案情况 社区大学（学院） 老年大学（分校、学院） 

1 

潮州市 

— 潮州开放大学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2 饶平 饶平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3 潮安 未更名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4 东莞市 — 东莞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广东老年大学东莞学院 

5 

佛山市 

— 佛山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佛山社区大学 广东老年大学佛山学院 

6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开放大

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佛山市高明区社区学

院 
无 

7 三水 
佛山市三水区开放大

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佛山市三水区社区学

院 
广东老年大学三水分院 

8 南海 南海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广东老年大学南海学院 

9 

河源市 

— 河源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河源老年大学 

10 龙川 龙川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龙川社区学院 无 

11 连平 连平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12 和平 未更名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13 紫金 未更名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14 
惠州市 

— 惠州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惠州市社区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 
广东老年大学惠州分院 

15 博罗 博罗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博罗县社区学院 博罗县老年大学 



 
  

序号 市 县 更名情况 挂牌情况 论证情况 备案情况 社区大学（学院） 老年大学（分校、学院） 

16 惠东 惠东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惠东县社区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 

惠东老年大学（广东老年

大学分校） 

17 惠阳 惠阳区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广东老年大学惠阳学院 

18 龙门 龙门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龙门老年大学 

19 

江门市 

— 江门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江门社区大学 广东老年大学江门分院 

20 恩平 恩平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恩平市社区学院 广东老年大学恩平学院 

21 鹤山 鹤山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鹤山市社区学院 无 

22 开平 开平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开平市社区学院 无 

23 台山 台山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台山市社区学院 台山老年大学 

24 新会 新会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新会社区学院 无 

25 

揭阳市 

— 揭阳开放大学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26 惠来 惠来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27 揭东 
揭阳市揭东区开放大

学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28 普宁 未更名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29 揭西 揭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30 

茂名市 

— 茂名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已批未挂 

31 电白 电白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32 高州 高州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高州市社区学院 广东老年大学高州学院 

33 信宜 信宜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无 

34 化州 未更名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35 

梅州市 

— 梅州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梅州开放大学江南社

区大学 
广东老年大学梅州学院 

36 大埔 大埔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大埔社区大学 广东老年大学大埔分校 

37 丰顺 丰顺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丰顺社区大学 丰顺老年大学 



 
  

序号 市 县 更名情况 挂牌情况 论证情况 备案情况 社区大学（学院） 老年大学（分校、学院） 

38 蕉岭 蕉岭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蕉岭开放大学社区学

院 
无 

39 
梅江

区 
梅州梅江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梅江社区学院 广东老年大学梅江学院 

40 五华 五华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五华县社区学院 五华老年大学 

41 兴宁 兴宁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无 兴宁老年大学 

42 平远 平远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平远社区大学 无 

43 

清远市 

— 清远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44 连南 
连南瑶族自治县开放

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连南瑶族自治县社区

教育学院 
无 

45 阳山 阳山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阳山县社区教育学院 无 

46 英德 英德市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英德市社区学院 无 

47 佛冈 佛冈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48 连山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无 

49 连州 连州市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50 

汕头市 

— 汕头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无 已批未挂 

51 潮阳 未更名 未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52 澄海 汕头市澄海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无 广东老年大学澄海分校 

53 

汕尾市 

— 汕尾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汕尾市社区大学 汕尾老年大学 

54 海丰 海丰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海丰县社区学院 无 

55 陆丰 陆丰市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陆丰市社区学院 陆丰市老年大学 

56 陆河 陆河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陆河县社区学院 无 

57 
韶关市 

— 韶关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武江区社区学院 广东老年大学韶关分校 

58 乐昌 乐昌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广东老年大学乐昌学院 



 
  

序号 市 县 更名情况 挂牌情况 论证情况 备案情况 社区大学（学院） 老年大学（分校、学院） 

59 南雄 南雄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无 

60 曲江 曲江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社区教育中心 无 

61 仁化 仁化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无 

62 始兴 始兴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63 翁源 翁源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64 新丰 新丰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新丰社区大学 新丰老年大学 

65 乳源 乳源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乳源老年大学 

66 
阳江市 

— 阳江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已批未挂 

67 阳春 阳春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无 无 

68 

云浮市 

— 云浮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云浮老年大学 

69 罗定 罗定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罗定市社区大学 罗定老年大学 

70 新兴 新兴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71 郁南 郁南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无 

72 

湛江市 

— 湛江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湛江社区大学 湛江老年大学 

73 雷州 雷州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湛江社区大学雷州学

院 
雷州老年大学 

74 廉江 廉江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廉江市社区大学 无 

75 遂溪 遂溪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已备案 
湛江社区大学遂溪学

院 
无 

76 吴川 吴川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湛江社区大学吴川学

院 
无 

77 徐闻 徐闻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社区教育中心 徐闻老年大学 

78 

肇庆市 

— 肇庆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肇庆老年大学 

79 德庆 德庆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德庆县社区教育中心 无 

80 封开 封开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封开县社区学院 无 



 
  

序号 市 县 更名情况 挂牌情况 论证情况 备案情况 社区大学（学院） 老年大学（分校、学院） 

81 高要 
肇庆市高要区开放大

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肇庆市高要社区学院 高要老年大学 

82 广宁 广宁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广宁社区大学 广宁老年大学 

83 怀集 怀集县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无 广东老年大学怀集学院 

84 四会 四会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四会社区学院 无 

85 中山市 — 中山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无 中山老年大学 

86 

珠海市 

— 珠海开放大学 已挂牌 已论证 未备案 珠海社区大学 广东老年大学珠海学院 

87 斗门 珠海市斗门开放大学 已挂牌 未论证 未备案 
珠海市斗门区社区学

院 
广东老年大学斗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