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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

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

等教育形式。根据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国发

〔1988〕15 号）、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工作规定》（教

考试〔2009〕1 号）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青海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青海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青政办〔2012〕2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省自学考试实际，特制定 2020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

名报考简章。现公布如下： 

一、报考条件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考对象是我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

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考务工作规定》教考试〔2009〕1 号）。对有特殊要求的专业，

考生须按有关规定报名。 

限制报考条件： 

1.因违反考试纪律受到停考处理者，在停考期间报考，各考

区不得予以审核，其考试成绩不予承认。 

2.在押服刑人员须经司法部门同意后方可报考，且服刑期满

后才能办理毕业手续。 

3.护理（学）专业限已经取得卫生类执业资格证的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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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该专业的临床实习在有条件的县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实施，

实习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实习科目必须在四科或四科以上，实

习结束后方可参加临床技能考核。 

4.公安管理专业限公安干警（含铁路、交通、林业、民航公

安民警）、武装警察报考。  

二、开考专业 

开考专业及具体考试课程请见附件 1。 

三、停考专业 

根据《青海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停考

计算机应用等 11 个专业的通知》（青考办〔2020〕3 号）要求，

自 2020 年下半年起金融学、网络工程、政治学与行政学、英语、

旅游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小学教育、酒店

管理、旅游管理、护理 11 个专业停止接纳新生报考。 

过渡办法： 

1.停考专业安排 3 年过渡期，自 2020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4 月起不再安排相关专业课程考试。 

2.停考专业毕业证书办理时间截止到 2023年 12月。各主考学

校在此期间正常安排实践性环节考核和毕业论文答辩。 

3.2023 年 12 月后，仍未取得停考专业毕业证书的考生，可

转至其他开考专业继续学习，其已合格的课程成绩可顶替其他开

考专业中名称相同、学分相同的课程成绩。也可到其他省份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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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并办理合格课程成绩（免考成绩、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

毕业论文成绩除外）转出手续。 

四、报名报考 

（一）时间安排 

1.网上报名报考时间：9 月 1 日 9 时至 9 月 10 日 12 时

止，10 日中午 12：00 网报系统将自动关闭，逾期不再补报； 

2.现场确认时间：9 月 5 日 9 时至 9 月 10 日 18 时（含周

末，每日工作时间）。 

（二）报名报考方式 

本次自学考试报名报考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

方式。考生登录青海省教育考试网（www.qhjyks.com），在“数

字招考服务大厅”中点击“自学考试”进入自学考试网报系统，

进行报名报考相应操作。 

（三）现场确认地址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考区） 地址 联系电话 

西宁市教育考试院 城北区美丽水街（萨尔斯堡小区东侧新建学校） 0971-4393048 

海东市招办 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文化街 46号 0972-8610052 

海南州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共和县青海湖北大街 26号 0974-8512573 

海西州教育考试中心 德令哈市新区经一路三段 0977-8222456 

海北州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海晏县西海镇原子路 26号 0970-8642850 

黄南州招办 同仁市隆务镇雪莲东路 1号 0973-8722581 

果洛州招办 果洛州教育局 0975-8383593 

玉树州教育考试中心 玉树州人民政府院内西三楼 0976-8822385 

格尔木市教育考试中心 格尔木市教育局 0979-8465312 

（四）报名考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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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和停征我

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青财综字〔2015〕205 号）要

求，自学考试不收取报名考试费。 

（五）网报关键信息修改 

在现场确认时间内，考生可凭《青海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

上报名关键信息变更申请表》（见附件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及相关户籍证明，到考区办理关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

号和性别）变更事宜。具体更改状态考生可于报名完成后 15 个

工作日向考区查询。 

（六）报名报考注意事项 

1.报名注册分为“新考生注册”和“老考生注册”两种。其

中，新考生是指未参加过自考的考生；老考生是指 2016 年 9 月

1 日前参加过自考的考生（包括参加过“专本衔接”国家统考科

目和教师资格“两学”考试的考生）。首次报名的考生按照“新

考生注册”填报基本信息。 

2.新考生在线注册必须填写真实的身份证号和姓名（须与身

份证保持一致），上传真实且符合要求的免冠证件照（本人 6 个

月以内、1 寸[295 像素*413 像素]）。如果身份证信息、姓名或照

片上传有误，将会影响正常参加考试，请考生务必认真仔细填写。 

3.考生登录成功后，根据报考流程，选择考试日程、报考专

业、考区及具体考试科目，并提交、缴费（不进行实际缴费，但

考生需要进行“确认缴费”操作，才能完成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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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位考生在点击“确认缴费”前务必认真核对所报考的科

目及所选择考试的考区，准确无误后方可提交，一旦提交则不能

修改所报考的信息。 

5.完成缴费之后，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9 月 5 日 9 时—9

月 10 日 18 时）前往考区现场审核并签字确认。如现场审核不通

过，考生须在网报系统及时点击备注栏中的不合格原因，在“新

生注册”界面重新上传符合要求的照片，返回到“报考”界面再

次提交报考课程并点击“确认缴费”缴费后及时前往考区再次进

行现场确认。 

6.现场审核通过并签字确认后才视为报考成功。 

7.考生对填报信息和照片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于通

过伪造证件、蓄意作假或规避相关规定参加考试的，按照《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实践性环节考核 

（一）报名及考核时间、地点 
层
次 

考核内容 
报名时间
及地点 

考核时间
及地点 

主考学校（考核学校） 
联系电话 

本
科 

毕业论文（毕业
设计）答辩、实
践性课程考核。 

3月 1日-3
月 15日；9
月 1 日-9
月 15 日。
各主考学
校成教学
院。 

上半年 5
月下旬；下
半年 11 月
下旬。 
各主考学
校成教学
院。 

青海大学：0971-5130372 
青海大学医学院：0971-6104082 
青海民族大学：0971-8804640 
青海师范大学：0971-6309537 

专
科 

实践性课程考
核。 

（二）报名注意事项 

1.凡本专业考试计划含实践的课程中理论部分成绩合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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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才能凭课程合格证书、身份证原件报名参加该门课程实践

环节考核。 

2.凡申请毕业的专业考试计划全部课程合格后考生才能凭

课程合格证书、身份证原件报名参加该专业的毕业论文（毕业

设计）答辩。 

 

附件：1.青海省 2020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间安排表 

2.青海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报名关键信息变更申请表 

3.青海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报名报考操作指南 
 

 

 

 

 

 

青海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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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星期六（10 月 17 日） 星期日（10 月 18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公共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教育学(一)(004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12656) 

英语(一)(00012)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197) 

高等数学(一)(00020)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线性代数(02198) 

物理（工）（00420） 

经济类共同课  
国民经济统计概(00065) 
管理学原理(00054) 

基础会计学(0004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00051) 

专科 

汉语言文学 
（970201） 

文学概论(一)(00529)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30)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1) 中国古代文学作(一)(00532) 

会计 
（630302）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基础会计学(00041)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07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法律事务 
（680503） 

民法学(00242) 
中国法制史(00223) 
行政法学（00261） 

刑事诉讼法学(00260) 法理学(0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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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690206） 

管理心理学(00163)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03349) 

公共关系学(00182) 
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00108) 

政治学概论（00312）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市场营销学(00058)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企业会计学(00055)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组成原理(02318)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0342)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0473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0475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0342) 
基础会计学(00041)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护理 
（620201） 

健康教育学（00488） 
护理伦理学(02996) 
营养学（03000）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2864） 

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生理学（02899） 

小学教育 
（670103K） 

教育原理(00405) 
小学教育心理学(00407) 
小学语文教学论（00410） 

小学科学教育（00408） 
小学班主任（00412） 
汉语基础（00416）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12344） 
幼儿园教育基础（12339）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30005） 

学前儿童游戏指导（30003） 
学前儿童保育学（30001）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00393） 

藏语言文学 
（950305） 

汉语文选（一）（04962） 
公共关系学（藏）（04964） 
语言学概论（藏）（04961） 

文学概论（二）（藏）
（00542） 

藏语语法与修辞（00589） 

旅游管理 
（64010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00191） 
中国旅游地理（含青海3学分

（00190） 
公共关系学(00182) 
导游业务（00195） 

旅游心理学（00188） 

酒店管理 
（640105） 

市场营销学(00058) 
中外民俗（含青海2学分）

（00199） 
公共关系学（0018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050101） 

外国文学史(00540)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

(00812)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39)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 

会计学 
（120203K）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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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01K） 

中国法律思想史(00264)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劳动法(00167) 税法(00233) 

英语 
（050201） 

高级英语（00600） 
现代语言学（00830） 
英语语法（00831） 

外贸函电（00094） 英美文学选读(00604) 

公安管理学 
（030612TK） 

公安信息学（00372） 犯罪学(一)(00235)  涉外警务概论(00373) 

金融学 
（020301K） 

市场营销学(00058) 国际金融(00076) 金融市场学（00077） 保险学原理（00079） 

工商管理 
（120201K） 

企业经营战略（00151）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企业管理咨询(00154) 组织行为学(00152) 

护理学 
（101101） 

护理管理学(03006) 精神障碍护理学(03009) 护理教育导论(03005) 
急救护理学(03007) 

 康复护理学（04436）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方向） 

（081001） 
混凝土结构设计(02440) 建筑设备（02446）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275） 

钢结构(024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及应用方向） 

（080901）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4747） 操作系统(02326) 计算机系统结构(02325)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方向）

（080901） 

运筹学基础（02375）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软件开发工具（03173） 
操作系统概论（02323）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网络工程 
（080903）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4747） 网络工程（04749） 计算机网络安全（04751）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互联网及其应用（03142） 

小学教育 
（040107）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00330） 
文学概论（一）（00529）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5） 
小学艺术教育（06230） 

比较教育（00472）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高级）

（03301） 

学前教育 
（040106） 

学前比较教育（00401） 儿童发展理论（12350）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00387） 

学前教育史（00402）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0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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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行政学 
（030201） 

领导科学（00320） 
社会工作概论（00272）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00033）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00351）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英语(二)(00015) 

行政管理 
（120402） 

财务管理学(00067) 行政组织理论(00319)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中国行政史（00322） 

西方行政学说史（00323） 

旅游管理 
（120901K） 

市场营销学(00058) 
财务管理学(00067)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00198）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00197） 组织行为学(00152) 

藏语言文学 
（350105） 

藏族现当代文学作品选（04971） 
教育学(一)(00429) 

翻译理论与实践（00576）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藏）

（00585） 
藏传因明学（04966） 

土木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方向） 

（081001）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06289） 公路工程CAD（06288） 交通工程经济分析（06285） 工程项目管理（06087） 

汽车服务工程 
（080208） 

交通工程学（二）（06078） 汽车评估（04181） 汽车保险与理赔（05873） 汽车使用安全技术（04180） 

工程造价 
（120105） 

工程建设监理概论（01564） 
建设工程合同（含FIDIC条款）

（04231） 
房屋建筑工程概论（08984）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06962）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方向） 
（081001） 

混凝土结构设计（02440） 基础工程（05497） 施工组织设计（11128） 工程项目管理（0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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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姓  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变更内容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考区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由考生本人填写，并向所在考区提交相关材料。 

2.此表由考区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报名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报省自考办。 
3.考生可于报名完成后 15个工作日向考区查询具体更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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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一部分：网上报名报考流程图

     

 

 

 

 

 

 

 

 

 

 

 

 

 

 

 

 

考生到考区现场确认 

审核通过，签字确

考生登录报名网站 

考生登录青海省教育考试网

（www.qhjyks.com），在 D 数字招考大厅中选择

“自学考试”，进入网报系统。 

登录网报系统 
选择“考生”角色，使用注册的 

帐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网上报名 

点击“报名”，选择要报名的主考学校和专

 

网上报考 

点击“报考”，选择考试日程、报考专业、考区及具体考试科目。 

注：根据青考办〔2020〕3

号文件，金融学等 11 个专

业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停

止接纳新生报考 

审核通过 
签字确认 

老考生登录网报系统 

选择考生角色，使用注册

的帐户名和密码进行登

录，进入考生个人中心。 

新考生注册 

选择“新生报名注册”，填

写真实的基本信息，上传真

实且符合要求的免冠证件照

（本人 6 个月以内、1 寸

[295 像素*413 像素]）。 

 

报名完成 

确认缴费 

审核不通过，修改网报信
息，再次进行现场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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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网上报名报考填报说明 

考生网上报名报考分为注册、报名、报考、缴费、修改信息

五个阶段。具体填报说明如下： 

一、注册 

1.考生登录青海省教育考试网（www.qhjyks.com），点击首

页“数字招考服务大厅”中的“自学考试”。 

 

 

 

 

2.首次报名考生点击“新生报名注册”按钮，进入注册界面。 

 

 

3.报名注册分为“新考生注册”和“老考生注册”两种。其

中，新考生是指未参加过自考的考生；老考生是指 2016 年 9 月

1 日前参加过自考的考生（包括参加过“专本衔接”国家统考科

目和教师资格“两学”考试的考生）。首次报名的考生按照“新

考生注册”填报基本信息。 

 

 

4.新考生在线注册必须填写真实的身份证号和姓名（须与身

份证保持一致），上传真实且符合要求的免冠证件照（本人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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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内、1 寸[295 像素*413 像素]）。如果身份证信息、姓名或照

片上传有误，将会影响正常参加考试，请考生务必认真仔细填写。 

5.从首次报名到毕业都需要使用注册的账户名和密码登录

网报系统进行报考、成绩查询、打印“准考证及考场座次通知单”

等操作，考生注册成功后，请牢记自己的账户名和密码，不要轻

易向他人透露。 

二、报名 

1.登录时，角色选择“考生”。如果忘记密码，考生可以使

用“忘记密码”功能找回密码。 

 

 

 

 

 

 

2.登录成功后，进入报名界面。 

 

 

 

3.选择主考学校、报考专业、考区等基本信息，完成后提交

信息，系统会立即生成准考证号，并会自动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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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 

1.报名成功后，点击“报考”。 

 

2.进入报考界面，选择“所属系统”和“考试日程”。 

 

3.根据报考流程，选择考试日程、报考专业、考区及具体考

试科目，系统会自动提示如下报考对话框，点击“确定”。 

 

   

4.选择完本次需要报考的全部课程后，点击页面下方的“确

定报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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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之后，系统会自动提示提交成功，点击“确定”后进

入缴费界面。 

 

 

 

 

四、缴费 

1.考生进入“缴费”页面。 

 

2.考生点击“确认缴费”。请注意，考生不进行实际缴费，

但需要进行“确认缴费”操作，才能完成报考。 

 

3.点击“确认缴费”后，系统会自动弹出如下提示，考生

在确认报考无误的情况下，点击“确定”，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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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完成缴费之后，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9 月 5 日 9

时—9 月 10 日 18 时）前往考区现场审核并签字确认。如现场审

核不通过，考生须在网报系统及时点击备注栏中的不合格原因，

在“新生注册”界面重新上传符合要求的照片，返回到“报考”

界面再次提交报考课程并点击“确认缴费”缴费后及时前往考区

再次进行现场确认。 

五、修改信息 

注：考生现场确认“审核不通过”时，需按此步骤操作。 

1.考生现场确认时如“审核不通过”，须及时查看网报系统

并点击备注栏中的不合格原因。 

 

2.在“新考生注册”界面重新上传符合要求的照片（本人 6

个月以内、1 寸[295 像素*413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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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要求重新上传照片后，点击“保存”，系统会自动提示

“修改成功”。 
 

 

 

 

4.考生进入“报考”界面，按照步骤三和步骤四的流程完成

报考与缴费。缴费完成之后及时前往考区再次进行现场审核并签

字确认。 

 


